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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ghtroom 2015 版推出了多项新增功能和增强功能，可极大地丰富您的数字图像处理体验。继续阅读可了解有关这些功能的快速介绍以及提供更多信
息的资源链接。

Lightroom CC 2015.8/Lightroom 6.8

使用“修改照片”模块中的参考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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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版本 Lightroom 的新增功能

仅适用于 Creative Cloud 会员

参考视图是 Lightroom 中的一个新视图模式/工作区，它可以在修改照片模块中为您提供专用的双联视图。该视图允许您放置一张静态参考照片，它显
示在修改照片模块中可编辑的现用照片旁。

这种视图适用于执行下面的图像编辑操作：要求在视觉上匹配给定图像的特征（例如，匹配给定图像的外观以创建预设）、确定照片的白平衡一致

性、平衡要在一个布局或演示文稿中一起使用的多张照片的图像属性，以及微调所应用的相机匹配配置文件，进而与相机生成的 JPG 文件的外观匹
配。

有关更多详细信息，请参阅参考视图。

Lightroom for mobile | Android 2.2 | 2016 年 11 月

从插入的支持 PTP 的相机导入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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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版本的 Lightroom for mobile (Android) 的新增功能

从此版本开始，Lightroom for mobile (Android) 应用程序现在支持图片传输协议 (PTP)。现在，您可以将照片（包括原始图像）直接从插入的相机导
入 Lightroom for mobile。

Lightroom mobile 导入界面显示插入的相机中的照片

A. 插入的相机名称 B. 点按可显示排序和查看选项 C. 缩览图上指示原始照片的 RAW 徽章 D. 添加选定的照片 E. 选定的照片 F. 退出导入界面 

下面列出了从插入的相机导入照片的一系列步骤：

1. 使用支持的 USB OTG 线缆将您的 Android 移动设备与 DSLR 相机连接起来。
2. 在 Android 设备的通知栏中，点按连接相机后显示的 USB 连接通知。
3. 在 Android 设备的应用程序选取器中，为连接的 USB 设备选择 Lightroom 应用程序。
4. 此时，Lightroom for mobile 的导入界面会显示插入的相机中所有图像的缩览图。相机名称显示在顶部。
5. 在导入界面中，选择您希望导入 Lightroom for mobile 的照片。点按屏幕底部的添加照片。
6. 在显示的 Lightroom 导入屏幕中，从现有的 Lightroom 收藏夹中选择您希望导入选定照片的收藏夹，或创建一个新收藏夹。默认情况下会选定

Lightroom 照片收藏夹。
点按屏幕底部的添加到 <收藏夹名称>。

7. Lightroom for mobile 开始将原始照片（原始图像文件）从插入的相机复制到您的 Android 设备。
“复制到 Lightroom”对话框会显示进度，并在复制进程完成时通知您。此时，您可以拔出连接的相机。

8. 复制进程完成后，Lightroom for mobile 应用程序开始将复制的图像导入选定的收藏夹。
在您的 Android 设备通知栏中，Lightroom for mobile 会显示有关进度和完成状态的导入通知。

在后台运行导入进程时，您可以继续使用 Lightroom for mobile 应用程序。

有关更多详细信息，请参阅从以 PTP 模式连接的相机添加或导入照片。

新的导入体验

 此版本的 Lightroom for mobile (Android) 的新增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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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导入体验

此版本新增了一个用户界面，在将照片从移动设备相机胶卷或画廊添加/导入到 Lightroom 时会显示该用户界面。

在“时间”视图中从相机胶卷或画廊导入照片。

在“设备文件夹”视图中从相机胶卷或画廊导入照片。

现在，在 Lightroom for mobile (Android) 的任意视图中点按添加照片都会启动新的导入界面。此新界面将会显示在您的移动设备上存储的所有图像的
缩览图。您可以选择在以下两个视图中导览缩览图：

“时间”视图。显示按照片拍摄时间划分的图像缩览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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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文件夹”视图。显示按您的移动设备上的文件夹结构划分的图像缩览图。

导入通知

在导入过程中，Lightroom for mobile (Android) 现在会在您的 Android 设备通知栏中显示有关进度和状态的导入通知。导入完成后，您可以从通知栏
中清除通知。

有关更多详细信息，请参阅从相机胶卷或画廊添加或导入照片。

应用镜头校正、相机配置文件校正和版权

 此版本的 Lightroom for mobile (Android) 的新增功能

现在，Lightroom for mobile (Android) 允许您在照片上应用镜头配置文件校正、相机配置文件校正和版权元数据。

镜头校正。现在，您可以对所有照片应用镜头校正，或者在通过启用侧栏中的导入设置来导入照片时，仅对原始照片应用镜头校正。在通过选

择“编辑”菜单中的镜头校正来编辑照片时，您还可以手动打开/关闭镜头配置文件校正。
版权。在通过启用侧栏中的导入设置来将照片导入 Lightroom for mobile 应用程序时，您还可以将版权元数据添加到照片。
相机配置文件校正。Lightroom for mobile 可根据图像元数据，自动将相机配置文件应用到您的照片。您无法手动应用此校正。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应用程序首选项和选项以及应用调整。

Lightroom for mobile | Android 2.1.2 | 2016 年 10 月

支持 Samsung S Pen

 此版本的 Lightroom for mobile (Android) 的新增功能

从此版本开始，Lightroom for mobile (Android) 应用程序现在支持在兼容的 Samsung 设备上使用 S Pen。

使用 S Pen 在修改前/后预览

要在编辑照片时查看修改前/后的预览，请按 S Pen 按钮，然后点按经过编辑的照片。

7



使用 S Pen 在彩色/黑白模式下调整色相

要在使用彩色/黑白模式时调整特定色相，请按 S Pen 按钮，然后将鼠标悬停在任意色相上以将其选中。此时，在设备屏幕上左右移动 S Pen 可调整
选定的色相。

有关更多详细信息，请参阅应用调整。

适用于 Samsung 设备的新预设

 此版本的 Lightroom for mobile (Android) 的新增功能

在此版本中，Lightroom for mobile (Android) 为 Samsung 用户添加了一些新预设。

明亮绚丽

浅色

暖色调

青色

纯黑白

浅黑白

要了解有关预设的更多信息，请参阅应用预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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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ghtroom for mobile 的更新 | iOS 2.5.1 | 2016 年 9 月

支持 iPhone 7 和 iPhone 7 Plus

针对 iPhone 7 优化
支持 iPhone 7 Plus 双镜头相机
针对 iPhone 7 和 7 Plus DNG 文件改进的颜色、镜头以及噪声配置文件
问题修复和性能提升

有关帮助文档，请参阅使用 Lightroom for mobile (iOS)。

Lightroom CC 2015.7/Lightroom 6.7

将照片发布到 Adobe Stock

仅适用于 Creative Cloud 会员

 此版本 Lightroom 的新增功能

现在，使用图库模块中的发布服务面板，您可以将照片直接从 Lightroom 发送到 Adobe Stock。使用您现有的 Creative Cloud 帐户凭据来建立 Adobe
Stock Contributor 门户网站 (https://contributor.stock.adobe.com/cn) 与 Lightroom 之间的连接，然后将照片从“网格”视图拖动到发布服务面板上的
Adobe Stock 照片集中。最后，从 Lightroom 中发布照片。现在，您可以转至 Adobe Stock Contributor 门户，标记已上传的图像并将其提交至 Adobe
Stock 以供审阅。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从 Lightroom 发布到 Adobe Stock。

编辑智能预览而非原始照片首选项

 此版本 Lightroom 的新增功能

要在修改照片模块中编辑照片时提升 Lightroom 的性能，您现在可以设置新的首选项使用职能预览而非原始图像进行编辑，以便在原始照片可用的情
况下，依然可以编辑照片的智能预览。

若要设置此首选项，请执行以下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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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选择编辑 > 首选项。

2. 在“首选项”对话框中，选择性能选项卡。

3. 在“修改照片”部分中，选择使用智能预览而非原始照片进行图像编辑。

4. 单击确定，然后重新启动 Lightroom。

注意:

当您在修改照片模块中缩放到 100%（1:1 模式）时，即便启用了使用智能预览而非原始照片进行图像编辑首选项，Lightroom 也会切换到原始照片。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编辑智能预览而非原始照片以提升性能。

“所有已同步照片”收藏夹

 此版本 Lightroom 的新增功能

在“图库”模块中，“目录”面板中新的所有已同步照片收藏夹会显示同步到 Lightroom mobile 客户端的所有 Lightroom 照片（包括不属于任何收藏夹的
照片）。因此，显示在 Lightroom Web 中的所有照片视图、Lightroom for mobile (iOS) 中的 Lightroom 照片视图，以及 Lightroom for mobile
(Android) 中的 Lightroom 照片视图中的照片，与 Lightroom desktop 中的所有已同步照片收藏夹中的照片相同。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使用“所有已同步照片”收藏夹。

针对 macOS Sierra 的兼容性修复

本次发行的 Lightroom 进行了兼容性修复，因此当您更新至 macOS Sierra 时，Lightroom 将顺利运行。

注意:

Adobe 建议您在更新至 macOS Sierra 之前，更新至 Lightroom CC 2015.7/Lightroom 6.7。
在 Mac 上使用 Lightroom CC 2015.7/Lightroom 6.7 需安装 Mac OS X 10.10 或更高版本。

移除了预设首选项

从 Lightroom CC 2015.7/Lightroom 6.7 开始，Adobe 移除了两个 Lightroom 首选项，并将不再提供。

在首选项对话框中，预设选项卡（位于默认修改照片设置下）中的以下首选项不再提供：

应用自动色调调整

第一次转换为黑白时应用自动混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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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在照片上应用与这些移除的首选项关联的修改照片设置，请执行移除了 Lightroom 预设首选项中建议的解决方法步骤。

Lightroom for mobile 的更新 | iOS 2.5 | 2016 年 9 月

支持拍摄 RAW 图像

Lightroom for mobile (iOS) 当前支持在您的 iOS 设备上拍摄 DNG Raw 图像。

通过 iOS 10 更新，Apple 仅在 iPhone 6S、iPhone 6S Plus、iPhone SE 和 iPad Pro（9.7 英寸）型号中提供 RAW 拍摄功能。因此，仅这些在 iOS 10
上运行的 iOS 设备支持由 Adobe Lightroom for mobile (iOS) 提供的拍摄 RAW 图像功能。目前，这项功能不适用于其他 iOS 设备。

注意:

对于 iPhone 7 的配置文件支持当前未在 Lightroom for mobile iOS 2.5 版本中提供。
iPhone 6 DNG 配置文件在当前版本的 Lightroom 桌面版 (Lightroom CC 2015.6/Lightroom 6.6) 中不受支持。

要拍摄 RAW 图像，请执行以下操作：

在相机模块中，点按位于取景器顶部的拍摄文件格式标记（默认为 DNG），以在 JPEG 和 DNG 拍摄选项之间切换。选择 DNG 以拍摄数字负片
(DNG) Raw 格式的照片。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使用 Lightroom for mobile (iOS) | 拍摄。

支持新的宽色域 P3 色彩空间

除了支持 DNG 格式之外，Lightroom for mobile iOS 2.5 还添加了对新的宽色域 P3 色彩空间（iPad Pro 9.7 及 iPhone 7 和 7 Plus 专用）的支持。 该
宽色域色彩空间提供比 sRGB 色彩空间多 25% 的颜色，从而确保在 Lightroom 中所做的任何编辑都可以精确反映照片中的颜色。

Lightroom for Apple TV 1.0 | 2016 年 7 月

您现在可以在 Apple TV（第 4 代）上安装 Lightroom for Apple TV，以便通过您的电视机查看云中上传的 Lightroom 照片和收藏夹，以及观赏幻灯
片。您可以轻扫收藏集以快速找到要查找的照片，也可以将照片放大到 200% 以在大屏幕上查看照片的每个细节。如果您在 Lightroom for Apple TV
应用程序运行期间，在 Lightroom 桌面、Lightroom for mobile 或 Lightroom Web 版中对照片或收藏集做出任何更改，您可以使用“设置”中的“重新载
入收藏集”选项轻松同步最新编辑。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以下资源：

设置 Lightroom for Apple TV 应用程序

在您的电视机上查看 Lightroom 照片

常见问题 | Lightroom for Apple TV

Lightroom for mobile 的更新（iOS 和 Android）| 2016 年 7 月

Lightroom for mobile | iOS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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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ghtroom for mobile (iOS) 的最新版本为 Creative Cloud 会员推出了两个激动人心的功能。

支持原始图像

仅适用于 Creative Cloud 会员

凭借 Lightroom for mobile (iOS) 中的“技术预览”功能，现在您可以导入和编辑使用专业相机拍摄的原始照片。您也可以回到计算机上的 Lightroom
CC 同步这些照片并进行编辑。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编辑照片。

有关支持的相机列表，请参阅 http://www.adobe.com/go/supported_cameras_cn。

局部调整

仅适用于 Creative Cloud 会员

局部调整允许您对照片的特定部分选择性地应用曝光度、亮度、清晰度和其他调整。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应用调整。

其他增强功能

适用于所有 Lightroom 用户

如果您使用物理键盘，支持键盘快捷键

导入照片时，可向照片添加版权信息

支持 Adobe Camera Raw 最新版本

Lightroom for mobile | Android 2.1

Lightroom for mobile (Android) 的最新版本具有经过改进的新应用内相机。新界面能够让用户更轻松地拍摄到最精美的照片，从而为用户提供现代化
移动设备拍摄体验。如果设备支持，还可以控制快门速度、ISO、白平衡、焦点，等等。

添加新的 Lightroom Camera Widget，可直接访问应用内相机。

安装 Lightroom for mobile (Android) 的最新版本后，现在您可以选择在手机上添加 Lightroom Camera Widget。点按 Lightroom Camera Widget 可
启动 Lightroom 应用程序，并直接转到应用程序的相机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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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专业”模式下手动控制快门速度、ISO 和焦距。Lightroom for mobile (Android) 现在具有新的“专业”模式，可增强您对应用内相机的控制。
在“专业”模式下拍摄照片时，您可以使用调整滑块在照片中实现所需的创意效果 - 通过设置快门速度的快慢来控制曝光时间，通过设置 ISO 来控制感
光度，以及更改设备相机的焦距。

注意:

从版本 2.1 开始，Lightroom for mobile 支持在运行 Android 5.0 (Lollipop) 及更高版本的设备中手动控制快门速度、ISO 和焦距。但是，只有当设备
制造商为您的设备启用/设置了对这些功能的支持时，您的设备才能使用这些功能。

设置和锁定曝光补偿。在 Lightroom for mobile (Android) 中，您现在只需在应用内相机的取景器屏幕中滑动，即可为照片设置所需的曝光度。设
置曝光度后，您可以点按“拍摄”界面右下角的 ( ) 图标，将曝光补偿锁定在当前值。

注意:

您只能在“自动”模式下锁定曝光补偿。

自动白平衡锁定。使用应用内相机时，您现在可以将相机对准拍摄场景中的中性色表面（无色偏），并锁定白平衡。这样做可帮助您防止由于不同

色温的光源而导致照片中出现色偏效果。

拍摄时选择不同的裁剪比例。现在，使用应用内相机拍摄照片时，可以选择取景器屏幕上显示的不同裁剪比例叠加 - 16:9、3:2、4:3 和 1:1。这
样，您就可以在拍摄照片之前，先在所需的裁剪比例下预览您的照片。

注意:

无论通过哪种裁剪比例叠加拍摄照片，应用到照片的裁剪都不会对照片造成任何损坏。您可以在稍后编辑照片时更改照片的长宽比。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使用 Lightroom for mobile | 拍摄。

改进了照片的全分辨率导出功能。您现在可以将 Lightroom for mobile (Android) 中的照片以最高质量的原生分辨率存储到您的设备画廊中。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编辑照片后进行存储。

Lightroom CC 2015.6

引导式 Upright 可校正照片中的扭曲透视

 此版本 Lightroom 的新增功能

只有 Lightroom CC 中提供了此功能。

现在，Lightroom 中包含的 Upright 功能新增了“引导式 Upright”选项，用于校正照片中的倾斜透视。使用新的“变换”面板中的引导式 Upright 工具，
您最多可以直接在照片上绘制四条参考线（线段），以指示图像特征与横向轴或纵向轴对齐。绘制参考线时，照片会以交互方式变换。

例如，您可以在建筑物的边缘绘制两条参考线以校正聚合的垂直线，或绘制三条或四条参考线以校正聚合的垂直线和水平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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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 Upright 模式（水平、垂直、自动和完全）和手动变换控件滑块（垂直、水平、旋转、比例和长宽比）已从“镜头校正”面板移到新的“变换”面板
中。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使用 Upright 校正照片中扭曲的透视。

Lightroom for mobile 的更新 | iOS 2.3 | 2016 年 4 月

直接从相机胶卷中访问照片。在 Lightroom 移动设备版 (iOS) 中，可直接通过收藏夹视图和 Lightroom 照片视图立即访问设备相机胶卷中的照
片。从相机胶卷中选择的照片可立即在相机胶卷编辑视图中打开，您可以在该视图中应用“裁剪”、“预设”和“调整”功能。当您接受编辑后，照片会自动
添加到 Lightroom 中。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从相机胶卷中直接访问照片（仅限 iOS）。

Lightroom CC 2015.5/Lightroom 6.5

支持新型相机和镜头

 已在此版本的 Lightroom 中得到增强

Lightroom CC 2015.5/6.5 推出了对新型相机和镜头配置文件的支持。

请查看这些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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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的相机型号

支持的镜头配置文件

Lightroom CC 2015.4/Lightroom 6.4

预览合并全景图时进行边界变形

只有 Lightroom CC 中提供了此功能。

目前，“全景合并预览”对话框特别提供了“边界变形”滑块设置 (0-100)。当您调整此设置时，Lightroom 会智能地对全景图边界进行变形，以移除不需
要的透明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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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界变形演示；将滑块从 0（上）调整到 100（下）

您可以将“边界变形”与“自动裁剪”设置配合使用。选择“自动裁剪”时，Camera Raw 将按照“边界变形”设置的当前值来裁剪可见的透明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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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边界变形”滑块处于 30 时，选择“自动裁剪”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创建全景图。

针对已合并的全景图所执行的元数据改进

 已在此版本的 Lightroom 中得到增强

如今，使用 Lightroom 生成的合并全景图包括与 Photoshop 自适应广角滤镜兼容的元数据。请参阅 Photoshop 帮助中的使用自适应广角滤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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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 Lightroom for mobile 的同步位置

 已在此版本的 Lightroom 中得到增强

在 Lightroom for mobile 的“首选项”标签中，您现在可以选取 Lightroom 桌面版中的首选位置，进而与 Lightroom for mobile 同步照片，另外，您还
可以按照图像拍摄日期来指定子文件夹的结构。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Lightroom for mobile 首选项。

其他增强功能

（仅限 Mac）按住 Option 并将照片从“资料库”网格拖至 Photoshop，可将照片作为链接智能对象放入 Photoshop CC。
问题修复和性能提升

Lightroom 移动设备版的更新 | Android 1.4 | 2015 年 12 月

免费使用 Lightroom。在智能手机或平板电脑上，您可以尽情使用 Lightroom 免费提供的所有编辑功能，进而激发出自己的创意。注册 Adobe
ID 并获得限时试用权后，您可以跨设备同步照片和编辑的内容、访问 Lightroom desktop 和 Web、访问 Photoshop CC 等更多信息。试用结束后，您
还可以继续在智能手机或平板电脑上免费访问所有编辑功能。

Lightroom 移动设备版的更新 | iOS | 2015 年 12 月

支持 iPad Pro。调整照片的颜色、色调或亮度时，可以利用 iPad Pro 卓绝的视觉体验。凭借 iOS 9 的“分屏视图”和“滑出”多任务增强功
能，Lightroom for mobile 和 iPad Pro 成为了帮助摄影师随时随地拍照的最佳组合。
柔光预设。使用 Adobe 应用内相机拍照时，可以应用五种新的特制预设中的一种。拍照前即可将预设应用到照片进行预览，也可以在拍摄完

成后自由地调整设置，上述操作完全不会对照片造成任何损坏。柔光预设仅适用于 64 位设备，例如 iPhone 5s 及更高版本和 iPad Air 及更高版
本。

色调曲线 - 点曲线模式。现在，借助功能齐全的“色调曲线”工具，可以将颜色控制提升到新的高度，这款工具不仅可以访问照片的 RGB，而
且还可以分别访问照片的红色、绿色和蓝色颜色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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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离色调调整。通过在高亮处或阴影处应用一种色调，或者复制已分离色调的黑白照片的外观，可以为您的照片营造一种独特的外观。

“通知中心”Widget。启用 Lightroom for mobile 的“通知中心”Widget，可即时访问 Adobe 应用内相机。只需向下滑动一下，即可自动开启
应用内相机。

支持 iPhone 6s/6s Plus 中的 3D Touch 技术。可直接从主屏幕访问 Adobe 应用内相机，还可以在网格视图中使用 Peek 和 Pop 手势快
速预览照片。

应用程序的可用性得到整体提升。您不仅可以更加轻松地将照片添加到多个收藏夹、更快捷地导入照片，更方便地使用手势等，而且还可以

让您随时随地快速整理、创建和共享令人赞叹的图像。

Lightroom CC 2015.3/Lightroom 6.3

复原了早期导入体验

 已在此版本的 Lightroom 中复原

此更新复原了 Lightroom CC 2015.1/Lightroom 6.1 及更早版本中的导入体验。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从相机或读卡器导入照片

从硬盘中的文件夹导入照片

从 Photoshop Elements 导入照片
指定导入选项

设置导入首选项

Lightroom CC 2015.2/Lightroom 6.2

统一的导入体验

 此版本 Lightroom 的新增功能

注意:

此功能已在 Lightroom CC 2015.3/Lightroom 6.3 中弃用，并不再提供。

Lightroom 当前新增了一项统一的体验功能，它允许您从计算机、数码相机、存储卡和其他设备导入照片。如果您的计算机上具有 Photoshop
Elements 目录，您还可以将其快速导入 Lightroom。

以下是导入照片的主要步骤：

1. 单击“文件”>“导入照片和视频”。或者，在“图库”视图左窗格中，单击“导入”。
2. 选择要导入的照片的来源。Lightroom 会自动在您的硬盘，任何连接的相机或相机存储卡，以及计算机上任何可用的 Photoshop Elements 目录
中检测包含照片的文件夹。

3. 预览来源文件夹中的照片。
4. 必要时，选择要导入的照片。默认情况下，会导入来源文件夹中的所有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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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选择您希望以何种方式将文件导入目录（作为副本或通过引用），并指定存储文件的目标文件夹。
6. 或者，可选择添加关键字和元数据。必要时，为导入的文件指定其他高级选项。

新增 Lightroom 导入体验

去除薄雾作为局部调整

 只有 Lightroom CC 2015.2 中提供了此功能。

去除薄雾功能现在可作为局部调整使用。在使用径向滤镜、渐变滤镜或调整画笔时，调整去除薄雾滑块控件。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应用局部调整

使用径向滤镜工具

去除薄雾作为局部调整

Lightroom 移动设备版的更新

iOS

iOS 版 Lightroom 现在允许您使用设备的前置和后置摄像头拍摄照片。您可以设置一个定时器来自动拍摄照片，或在快速模式下拍摄照片。
在拍摄照片时，您可以对场景进行实时调整。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使用 Lightroom for mobile | 拍摄。

iOS 版 Lightroom 当前提供名为 Lightroom Photos 的顶级收藏夹功能，它可显示所有按时间轴组织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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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我们强烈建议登录，但您也可以在未登录的情况下使用 iOS 版 Lightroom。 您对图像所做的任何编辑，都会在您登录前一直本地保留在

您的设备上。

改进了网格布局以提高可用性

Android

新调整:

色调曲线

HSL 和颜色调整
暗角

在 Web 上使用 Lightroom 编辑照片

 此版本 Lightroom 的新增功能

您当前可在 Web 上使用 Lightroom 对照片进行如下编辑：

裁剪照片

对照片进行调整

将预设应用于照片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Lightroom Web 版。

Behance 发布服务增效工具

已在此版本的 Lightroom 中弃用

已移除 Behance 发布服务增效工具。请参阅此知识库文章。

Lightroom CC 2015.1/Lightroom 6.1

去朦胧

 只有 Lightroom CC 2015.1 中提供了此功能。

您可以利用 Lightroom 轻松增加或减少照片中的朦胧量或雾量。请按以下步骤进行操作：

1. 在“修改照片”模块中，首先对照片进行基本调整。例如，在该模块的“基本”面板中，调整照片的“白平衡”、“曝光度”和“对比度”。
2. 切换到“修改照片”模块的“效果”面板。调整“去朦胧”滑块控件。向右移动滑块时，Lightroom 会减少照片中可见的朦胧量或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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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照片中的朦胧量或雾量。

注意:

您可以在预设中复制、同步、保存或选择自动同步“去朦胧”滑块设置。“复制”、“同步”和“新建预设”对话框中的“效果”下面有一个选项可以完成上述操
作。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晕影、颗粒和去朦胧效果。

局部调整：“白色”和“黑色”滑块

 只有 Lightroom CC 2015.1 中提供了此功能。

Lightroom 中的局部调整控件如今包括“白色”和“黑色”滑块。通过使用这些控件，可以选择性地调整照片中的白点和黑点。例如，可以使用“黑色”滑块
来增强汽车轮胎的颜色。

当您在 Lightroom 中使用“调整画笔”、“渐变滤镜”或“径向滤镜”时，就会出现这些滑块。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应用局部调整。

Lightroom 移动设备版的更新

 此版本 Lightroom 的新增功能

iOS（1.5.1 版）

导入视频并将其与 Web/桌面进行同步
调整：色调曲线、颜色混合和暗角

Android（1.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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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制和粘贴：通过复制图像调整并将其粘贴到其他照片上来加快图像编辑

分类视图：轻松查找您的收藏图像！通过“收藏夹”中新增的“分类”视图，可以采用不同的方式来查看和处理照片。
裁剪改进：通过重新设计的体验来裁剪完美照片，从而使您能够快速执行调整、对齐和自动修齐操作。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使用 Lightroom 移动设备版。

Lightroom CC 2015/Lightroom 6

GPU 相关的增强功能

 此版本 Lightroom 的新增功能

Lightroom 现在提供一种新的首选项，旨在让您充分利用计算机的图形处理单元 (GPU)。为了获得最佳性能，许多“修改照片”模块操作现在都可以利
用 GPU。

选择“首选项”>“性能”，然后再选择“使用图形处理器”。

注意:

Lightroom 要求 GPU 具有 OpenGL 3.3 或更高版本。如果您是在 Mac OS X 上运行 Lightroom，则可以使用对应于 Mac OS X 10.9 或更高版本的
GPU。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Lightroom GPU 疑难解答和常见问题解答。

人脸识别

 此版本 Lightroom 的新增功能

Lightroom 使用人脸识别技术让您能够迅速整理及查找图像。Lightroom 会扫描您的图像目录以找出可能的人脸供您查看及确认。

在“图库”模块中，切换到“人物”视图，然后选择在您的目录中查找人脸。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人脸识别。

命名图像堆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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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ghtroom 会为相似的照片提供建议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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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大视图 | 命名检测到的人脸

HDR 照片合并

 此版本 Lightroom 的新增功能

您可以将多个包围曝光图像合并为一个 HDR 图像。Lightroom 允许您预览合并的文件并调整伪影消除量，然后将其作为 DNG 文件添加到您的目录
中。

在“图库”或“修改照片”模块中，选择图像，然后依次选择“照片”>“照片合并”>“HDR”。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HDR 照片合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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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览 HDR 图像。

全景合并

 此版本 Lightroom 的新增功能

Lightroom 允许您将一个风景的多张照片合并为一张叹为观止的全景图。您可以在生成合并图像之前查看全景图的快速预览，并对它进行调整。

在预览全景图的时候，您可以选择自动裁剪合并图像，以移去不需要的透明区域。您还可以指定一个布局投影（球面、透视或圆柱），或让

Lightroom 自动选择适合的投影。

在“图库”或“修改照片”模块中，选择源图像，然后依次选择“照片”>“照片合并”>“全景图”。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创建全景图。

叹为观止的全景图

校正宠物眼睛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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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版本 Lightroom 的新增功能

Lightroom 中的宠物眼睛校正与红眼校正的方式非常相似，它可帮助您校正照片中所拍摄到的不自然的宠物眼睛颜色。

校正照片中的宠物眼睛效果。

1. 在“修改照片”模块中，单击“红眼校正”工具图标。

2. 单击宠物眼睛，并从眼睛的中心拖动以选择瞳孔。

3. 必要时可调整某些设置。

“红眼校正”工具图标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校正红眼和宠物眼睛效果。

滤镜画笔

 此版本 Lightroom 的新增功能

您可以使用画笔控件修改渐变滤镜和径向滤镜蒙版。添加蒙版后，要访问画笔控件时，选择“新建/编辑”旁边的“画笔”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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滤镜画笔

Lightroom 允许您自定义三种不同的滤镜画笔：A (+)、B (+)、擦除 (-)。您可以自定义这些画笔的多个设置。

滤镜画笔的设置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使用画笔控件修改渐变滤镜或径向滤镜。

与幻灯片放映有关的改进

 此版本 Lightroom 的增强功能

您现在可以使用便利的滑块控件来调整平移和缩放量。 将滑块设置为低，可允许最低限度的平移和缩放。

平移和缩放滑块的首选项

您现在可以将多达 10 首乐曲添加到幻灯片放映中。乐曲会按照您选择的顺序依次播放。您可以在“音乐”面板中添加、重新排序或删除这些
乐曲。

Lightroom 现在可以自动将幻灯片换片与音乐保持同步。

自动将幻灯片与音乐保持同步。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播放和导出幻灯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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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Web 模块的改进

 此版本 Lightroom 的增强功能

除了经典 HTML 画廊外，当前还新增了三种画廊样式：

网格

方形

轨道

这些画廊旨在与桌面和移动 Web 浏览器配合使用。

支持启用了触控功能的计算机

 此版本 Lightroom 的新增功能

Lightroom 当前可提供触控工作区体验。您现在可以从应用程序中的任何位置切换至触控工作区，方法是：单击仅在启用了触控功能的设备中才有
的“触控”图标，例如 Microsoft Surface Pro 3。

切换到触控工作区后，您就可以访问 Lightroom for mobile 等产品中的可用控件。此外，您还可以在触控工作区中执行以下操作：

滚动浏览面板和胶片显示窗格

添加旗标

在放大和网格视图中放大/缩小
访问用户创建的预设和局部校正

其他增强功能

“图库”模块

Windows UI 缩放首选项中新增的 250% 选项。
现在，您可以采用与“关键字”列表几乎相同的方式来过滤“收藏夹”列表。单击“收藏夹”面板中的“+”，然后启用“显示收藏夹过滤器”。
目前可提供名为“自动”的新预览大小。“自动”会按照您显示器的分辨率自动生成预览。
旗标和星级类别当前作为元数据过滤器的一部分提供。

书籍模块

照片文本-元数据设置当前通过自定义页面保存。

幻灯片放映模块

现在，您可以按照屏幕长宽比或您计划的输出长宽比（16x9 或 4x3）预览幻灯片放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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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照片模块

通过“裁剪”工具中新增的“自动”选项，可以应用与“裁剪”面板中的“水平 Upright”选项相似的调整。
现在，您可以通过选择和拖动编辑标记，重新定位“调整画笔”描边。
当前，使用可显示局部调整画笔蒙版叠加的菜单命令与键盘快捷键，即可访问渐变和径向过滤器的蒙版叠加。

新增了可在 Upright 模式中循环切换的键盘快捷键：Control+/Ctrl+Tab。您可以使用键盘组合键 Option+Control+Tab (Mac) 来保留您的裁
剪。

在软打样期间提供 CMYK 支持。

变化的内容

已重新分配“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照片”的键盘快捷键 (Ctrl+/Control+M)，现用于启动“全景合并”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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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ghtroom / 常见问题

Lightroom / 常见问题
搜索

Adobe Photoshop Lightroom 用户指南
>

在此页面上

基础知识

技术问题

免费试用版

购买选项

学习 Lightroom

适用于: Adobe Photoshop Lightroom Adobe Photoshop Lightroom CC, Lightroom 6

基础知识

Lightroom 是什么？它的适用人群有哪些？

无论您是初学者还是专业人士或介于二者之间，都可以通过 Adobe Lightroom 中的重要工具制作出令人惊艳的摄影作品。通过 Lightroom，您可以在
任何地方组织、编辑和共享您的照片，无论是在您的计算机上、Web 上、iPad 上，还是移动设备上。当您在某一个地方进行编辑或标记喜爱的内容
时，它会在所有其他地方自动更新。

无论您身在何处，Lightroom 都能让摄影常伴您左右。了解有关计算机、移动设备和 Web 上的 Lightroom 的详细信息：

计算机上的 Lightroom CC
移动设备上的 Lightroom
Web 上的 Lightroom

获取 Creative Cloud 摄影方案中包含的 Lightroom。

我可以在哪里了解更多有关 Lightroom 最新版本中新增功能的信息？

请参阅新增功能页以了解详细信息。

Lightroom 的最新版本与较早版本相比有哪些不同？

Lightroom 的最新版本允许您从任何位置整理、编辑和共享您的照片，无论是在您的计算机上、移动设备上，还是 Web 上。您所做的任何更改都会在
您的所有设备之间自动同步，因此您无需再为版本混杂、副本过多或丢失原片而烦恼。请查阅 Lightroom 版本比较图表。

Lightroom CC 与 Photoshop 有何不同？

Lightroom CC 通过一个直观的解决方案，提供大部分数码摄影任务所需的各种工具。它是您日常整理、优化和分享图像的最佳应用程序。无论是一张
图像、一组图像或是一个大型图库，Lightroom 都能帮助摄影师更快、更高效地进行处理。Photoshop 是数码图像编辑的行业标准，提供的多种先进
工具可供摄影师、图形设计师及其他图形专业人士在进行精细的像素级编辑以及处理多图层文件时进行必要的全面控制。获取 Creative Cloud 摄影方
案方案中包含的 Lightroom 和 Photoshop CC。

Lightroom 可以在移动设备上使用吗？

可以，除 Mac 版和 PC 版的 Lightroom CC 外，您还可以获得适用于各种移动设备的 Lightroom，包括 iPhone、iPad 和 Android 手机。了解有关移动
设备上的 Lightroom 的详细信息。通过 Lightroom，您可以随时在桌面或移动设备上编辑和组织照片。您所做的任何调整都会在所有设备之间无缝更
新。您还可以通过 Lightroom Web 画廊共享照片和获取反馈，并通过 Adobe Spark Video 和 Adobe Spark Page 讲述与您的 Lightroom 照片有关的故
事。获取 Creative Cloud 摄影方案中包含的 Lightr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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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问题

运行 Lightroom 桌面版有哪些最低系统要求？

请参阅系统要求了解相关信息。

Lightroom CC 在 PC 和 Mac 上的工作方式是否完全相同？

是。无论您使用何种平台，Lightroom CC 桌面版均具有相同的功能，并且同样都能获得同类产品中最好的效果。Lightroom 现在允许您从任何位置整
理、编辑和共享您的照片，无论是在您的计算机上、移动设备上，还是 Web 上。您所做的任何更改都会在您的所有设备之间自动同步，因此您无需再
为版本混杂、副本过多或丢失原片而烦恼。获取 Creative Cloud 摄影方案中包含的 Lightroom。

Lightroom 支持哪些文件格式？

Lightroom 不仅支持 PNG、DNG、TIFF 和 JPEG 格式，还支持大部分本地 Camera Raw 文件格式。换句话说，它支持数码相机所使用的各种主要格
式。此外，Lightroom 还支持 Photoshop PSD 文件格式，以与 Photoshop 进一步集成。对于相机品牌和型号支持的原始数据格式的完整列表，请参阅
Camera Raw 页面。

Lightroom 在我进行编辑时如何处理我的照片？

Lightroom 提供一个无损型编辑环境，因此从不会更改原始照片。您对照片所做的更改其实作为一系列指令存储在元数据中。无论您通过屏幕查看它
们、创建网上画廊，还是进行打印，Lightroom 只是将那些指令应用于未更改过的原始照片文件。这为您提供了完全的灵活性和控制，因为应用于图
像的任何更改都可以随时完全还原。

获取 Creative Cloud 摄影方案中包含的 Lightroom 有哪些好处？

Creative Cloud 摄影方案是所有热衷于摄影艺术人士的完美解决方案，无论您是狂热的爱好者还是专业人员。该方案包含在桌面或移动设备上组织、
编辑、增强和共享图像时所需要的一切 - 并且随时随地任您使用。请在此处查看有关 Creative Cloud 摄影方案中包含的 Lightroom 与旧版本
Lightroom 的比较。除了 Lightroom 之外，Creative Cloud 摄影方案还包括 Photoshop CC，并可访问 Lightroom 同步图像移动设备应用程序，如
Photoshop Mix、Adobe Spark Video 和 Adobe Spark Page。

当我的会员资格终止后，我可以在 Lightroom 桌面版中访问我的图像吗？

在您的会员资格终止后，Lightroom 桌面版将会继续启动并允许对您的文件进行访问。但是，“修改照片”和“地图”模块会被禁用。此外，在您的会员资
格终止后，将无法再与移动设备上的 Lightroom 同步。

Lightroom CC 桌面版与 Windows 8.1 兼容吗？

是。 了解更多信息 ›

Lightroom CC 桌面版与 Mac OS X Mavericks (v10.10) 兼容吗？

是。 了解更多信息 ›

免费试用版

我可以免费试用 Lightroom CC 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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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具有免费的 Creative Cloud 会员资格，便可以下载 Lightroom 的试用版，以及 Creative Cloud 中的其它应用程序。

购买选项

如何购买 Lightroom ？

获取 Creative Cloud 摄影方案中包含的 Lightroom，或在 Creative Cloud 方案页面中了解有关购买选项的详细信息。

学习 Lightroom

如何开始使用 Lightroom？

通过分步教程、Adobe 提供的全面产品支持以及内含丰富知识的社区，了解如何设置和快速入门。您可以在 Lightroom 学习和支持页面、Lightroom
产品页面以及 Lightroom YouTube 频道中，找到更多资料。

在哪里可以找到用户手册？

您可以在 Lightroom 帮助页面找到 Lightroom 手册的 Web 和 PDF 版本。

从哪里可以获取有关下载、安装、登录和激活的帮助？

您可以随时与代理进行聊天交流。

Adobe Photoshop Lightroom
< 查看所有应用程序

学习和支持

新手指南

用户指南

教程

在社区提问

发表问题并获得专家解答。

立即提问

联系我们

来自真正专业人士的真心实意的帮助。

立即开始

^ 返回顶部
Was this helpful?

Yes
No
 更改地区中国 (更改)

选择地区

选择地区将更改 Adobe.com 上的语言和/或内容。

Americas Brasil Canada - English Canada - Français Latinoamérica México United States Europe, Middle East and Africa Afric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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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支持 > LIGHTROOM 支持

下载并安装 Lightroom CC
适用于 Adobe Photoshop Lightroom 5 + 2 查看全部^
Adobe Photoshop Lightroom CC, Lightroom 6 Creative Cloud
涉及的主题

以 Creative Cloud 会员资格组成部分的形式下载并安装 Photoshop Lightroom CC。
在此页面上

下载 Lightroom CC

欢迎使用 Lightroom CC。无论您购买的是 Creative Cloud 所有应用程序计划还是摄影计划，该过程都是相同的。从 adobe.com 网站下载 Lightroom
并将其安装到桌面上即可。

1. 转到 Creative Cloud 应用程序目录。查找 Lightroom，然后单击“下载”。

如果您还未登录，则系统将提示您使用您的 Adobe ID 和密码进行登录。请按照屏幕上的说明进行操作。

注意:

如果您对 Creative Cloud 进行了免费试用订阅，请参阅下载并安装 Creative Cloud 试用版。

2. 应用程序开始下载。

同时，Adobe Creative Cloud 桌面应用程序会显示，并会管理其余的安装过程。可查看应用程序名称旁边的状态栏了解下载进度。

注意:

下载应用程序可能需要一些时间，具体视您的网络速度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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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要启动新应用程序，请在“Apps”面板中找到 Lightroom 图标，然后单击“打开”。

您也可以按照通常启动计算机上任何应用程序的方式启动 Lightroom。Lightroom 会安装到通常用于安装应用程序的位置，例如“Program
Files”文件夹 (Windows) 或“Applications”文件夹 (Mac OS)。

提示:

在首次下载时遇到了问题？请参阅 Creative Cloud 下载和安装问题疑难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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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载 Lightroom 以前的版本

您可以直接从 Creative Cloud 桌面应用程序下载 Lightroom 以前的版本，例如 Lightroom 6。您可以选择同时在计算机上安装多个版本的
Lightroom。

注意:

如果购买 Lightroom 6 作为单个应用程序许可证，并且不作为 Creative Cloud 的一部分，请参阅下载并安装 Lightroom 6（单个应用程序许可证）。

1. 单击位于任务栏 (Windows) 或 Apple 菜单栏 (Mac OS) 上的 Creative Cloud 图标，打开 Adobe Creative Cloud 桌面应用程序。如果尚未选
中，请单击窗口顶端的“Apps”选项卡。

2. 在“查找其他应用程序”部分，单击“摄影”筛选条件，然后选择“早期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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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列表中查找 Lightroom，然后单击“安装”菜单。选择您想要从下拉菜单中安装的版本。

新应用程序会下载并安装到您的计算机上。

提示:

以前的产品版本不会覆盖现有的版本。除 Acrobat XI (Windows) 和 Acrobat DC 之外，您可在计算机上同时运行同一应用程序的两种版本。安装
这些 Acrobat 版本时需要卸载其他版本的 Acrobat。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下载 Acrobat 产品。

Was this helpful?
Yes   No 

By clicking Submit, you accept the Adobe Terms of Use.
 
^ 返回顶部

更多此类内容

更新 Creative Cloud 应用程序
升级或更改 Creative Cloud 计划
将试用资格转变为付费 Creative Cloud 会员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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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列化 Lightroom CC 试用版并激活为 Lightroom 6
Lightroom GPU 疑难解答和常见问题
Lightroom 无法启动或在出现启动屏幕后自动关闭

Lightroom 支持

查看在线手册、浏览教程或获取帮助。了解更多信息。

 

仍然需要帮助？

在社区提问

发表问题并获得专家解答。

立即开始

联系我们

从业务娴熟的支持人员获得帮助。

立即开始

 更改地区中国 (更改)
选择地区

选择地区将更改 Adobe.com 上的语言和/或内容。

Americas Brasil Canada - English Canada - Français Latinoamérica México United States Europe, Middle East and Africa Africa -
English België Belgique Belgium - English Česká republika Cyprus - English Danmark Deutschland Eastern Europe -
English Eesti España France Greece - English Hrvatska Ireland Israel - English Italia Latvija Lietuva Luxembourg - Deutsch Luxembourg -
English Luxembourg - Français Magyarország Malta - English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 English Moyen-Orient et Afrique du Nord -
Français Nederland Norge Österreich Polska Portugal România Schweiz Slovenija Slovensko Srbija Suisse Suomi Sverige Svizzera Türkiye
United Kingdom България Россия Україна ישראל - עברית Asia - Pacific Australia Hong Kong S.A.R. of China India - English New
Zealand Southeast Asia (Includes Indonesia, Malaysia, Philippines, Singapore, Thailand, and Vietnam) - English 中国 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台

灣 日本 한국 Commonwealth of Independent States Includes Armenia, Azerbaijan, Belarus, Georgia, Kazakhstan, Kyrgyzstan, Moldova,
Tajikistan, Turkmenistan, Ukraine, Uzbekistan

产品 下载 支持与学习 公司
Copyright © 2016 Adobe Systems Software Ireland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隐私 使用条款 cookies 京 ICP 备 10217899 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5010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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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入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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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graphy Tutorials
Overview Buy Now

Start shooting!
New to photography? Try these quick tutorials and jumpstart your learning.

Photography: Where to start
Choosing the right photo 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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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it your photos without fear

Why is my photo too light or dark?

Try these other quick techniques

Transfer photos to your computer

How do I control what’s in focus?

Create a panorama

How do I shoot a sharp photo?

Focus on your subject, blur the rest

Combine two photos

Remove unwanted objects from photos

Fix a photo's color

Crop and straighten your photos

Create a Facebook cover photo

Edit photo areas with the Adjustment Brush

Sharpen a blurry photo

Make a photo look like a painting

Edit photos on the go

Go retro: Convert to B&W

Publish to social media

Enhance your photos with text

Alter a photo's perspective

View all Lightroom tutorials and Photoshop tutorials. Or, learn how to take great photos and make them even better. Preview world-class photography classes from
CreativeLive.

 Change regionUnited States (Change)
Choose your region

Selecting a region changes the language and/or content on Adobe.com.

Americas Brasil Canada - English Canada - Français Latinoamérica México United States Europe, Middle East and Africa Africa - English België Belgique Belgium - English Česká
republika Cyprus - English Danmark Deutschland Eastern Europe - English Eesti España France Greece - English Hrvatska Ireland Israel - English Italia Latvija Lietuva Luxembourg -
Deutsch Luxembourg - English Luxembourg - Français Magyarország Malta - English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 English Moyen-Orient et Afrique du Nord -
Français Nederland Norge Österreich Polska Portugal România Schweiz Slovenija Slovensko Srbija Suisse Suomi Sverige Svizzera Türkiye United Kingdom България Россия Україна
ישראל - עברית Asia - Pacific Australia Hong Kong S.A.R. of China India - English New Zealand Southeast Asia (Includes Indonesia, Malaysia, Philippines, Singapore, Thailand, and Vietnam) -
English 中国 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台灣 日本 한국 Commonwealth of Independent States Includes Armenia, Azerbaijan, Belarus, Georgia, Kazakhstan, Kyrgyzstan, Moldova, Tajikistan,
Turkmenistan, Ukraine, Uzbekistan

Products Downloads Learn & Support Company
Copyright © 2016 Adobe Systems Incorporated. All rights reserved.
Privacy Terms of Use Cookies Ad Cho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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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obe 支持 >
Creative Cloud
> 使用 Creative Cloud 桌面应用程序管理应用程序和服务

使用 Creative Cloud 桌面应用程序管理应用程序和服务
搜索

在此页面上

安装 Creative Cloud 桌面应用程序
下载和安装应用程序

同步和共享文件

从 Typekit 添加字体
在 Adobe Stock 上查找资源
用 Market 查找设计资源
用 Behance 进行共享和探索
主页和活动源

登录以激活 Creative Cloud
首选项

适用于: Creative Cloud
下载应用程序、共享文件、查找字体和库存图片等 - 全部通过 Creative Cloud 桌面应用程序完成。

安装 Creative Cloud 桌面应用程序

Adobe Creative Cloud 桌面应用程序是您管理包含于 Creative Cloud 会员资格中的几十种应用程序和服务的中央位置。您还可以同步和共享文件、管
理上千种字体、访问 Stock 摄影库和设计资源，并展示和探索社区中的创意作品。Creative Cloud 桌面应用程序便是了解这一切的窗口。

当您下载完首个 Creative Cloud 产品后，Creative Cloud 桌面应用程序会自动安装。如果您已安装了 Adobe Application Manager，它会自动更新到
Creative Cloud 桌面应用程序。

如果您没有安装 Creative Cloud 桌面应用程序，则可以手动下载。要手动下载，请按以下步骤操作：

1. 转至 Creative Cloud 桌面应用程序页面。

2. 单击“下载”按钮。

3. 请按照屏幕上的说明进行操作。

注意:

我们建议不要卸载 Creative Cloud 桌面应用程序。如果您一定要卸载，请参阅卸载 Creative Cloud 桌面应用程序。

注意:

要在移动设备上下载移动应用程序，请访问移动应用程序目录。

下载和安装应用程序

使用 Creative Cloud 桌面应用程序下载、安装并更新应用程序的方法如下。您还可以按照普及度、类别和版本浏览应用程序，以便发现新的应用程
序。

注意:

要在移动设备上下载移动应用程序，请访问移动应用程序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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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要访问 Creative Cloud 桌面应用程序，请单击位于任务栏 (Windows) 或 Apple 菜单栏 (Mac OS) 上的 Creative Cloud 图标。

注意:

默认情况下，当您登录计算机时，Creative Cloud 桌面应用程序便会启动。如果没有看到 Creative Cloud 图标，您可能已经退出应用程序。重新
启动的方法如下：

Windows：选择“开始”>“所有程序”>“Adobe Creative Cloud”。
Mac OS：选择“前往”>“应用程序”>“Adobe Creative Cloud”>“Adobe Creative Cloud”。

2. 如果还未选中它，请单击“Apps”选项卡。计算机上最近安装的应用程序显示在面板的顶部。列表包括以前安装的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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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向下滚动以查找其他应用程序。您还可以按照类别或软件版本进行筛选。

4. 单击“安装”或“更新”，安装选择的应用程序。

注意:

您可以通过单击 Creative Cloud 桌面应用程序右上角的齿轮图标并从弹出菜单中选择“检查应用程序更新”来手动检查更新。也可以通过按
Ctrl+Alt+R (Windows) 或 Command+Option+R (Mac OS) 来刷新 Creative Cloud 桌面应用程序并检查更新。

5. 要下载并安装应用程序以前的版本，请从过滤器菜单中选择“查看早期版本”。向下滚动查找所需的应用程序，然后单击打开应用程序的“安装”菜
单并从弹出的“安装”菜单中选择一个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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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下载应用程序可能需要一些时间，具体视您的网络下载速度而定。

更详细的信息（例如如何启动应用程序）请参阅下载和安装 Creative Cloud 应用程序。

如果您需要卸载应用程序，请参阅卸载或删除 Creative Cloud 应用程序。

如果您需要安装问题方面的帮助，请参阅 Creative Cloud 下载和安装问题疑难解答。

同步和共享文件

将文件从您的计算机同步到 Creative Cloud，然后即可从任何地方进行访问。文件在所有连接的设备和计算机上以及“Creative Cloud Files”页面上立即
可用。要同步文件，请在所有计算机上下载并安装 Creative Cloud 桌面应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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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同步文件，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将文件复制、粘贴或移动到计算机上的 Creative Cloud Files 目录或文件夹。

您可以通过依次单击“资源”选项卡、“文件”面板和“打开文件夹”，从 Creative Cloud 桌面应用程序打开 Creative Cloud Files 目录或文件夹。

在应用程序中，选择“文件”>“保存”或“文件”>“另存为”，然后导航到计算机上的 Creative Cloud Files 目录或文件夹。

原始文件始终在您的计算机或设备上。文件通过 Creative Cloud 同步至所有已连接的设备。

您可以在 Creative Cloud Assets 页面在线查看您的文件。文件同步后，您不必上线，可以从计算机上的“Creative Cloud Files”目录或文件夹进行查
看。

有关使用上载到 Creative Cloud 的文件的信息，请参阅浏览、同步和管理资源。

从 Typekit 添加字体

您可以在所有 Creative Cloud 应用程序和其他桌面软件中使用 Typekit 字体。

从 Typekit 的众多代工伙伴的供应中选择一种字体，使用 Creative Cloud 将其同步至桌面。同步的字体在所有 Creative Cloud 应用程序和其他桌面软
件中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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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必须拥有 Creative Cloud 的付费会员身份或者有效的 Typekit 账户，才能同步字体至计算机桌面。

“字体”面板随即会显示同步到您计算机的字体。要同步字体，请执行以下操作：

1. 在桌面应用程序版 Creative Cloud 中，依次单击“资源”选项卡和“字体”面板。

2. 单击“从 Typekit 添加字体”。一个 Typekit 窗口在您的浏览器中打开。

如果这是您第一次使用 Typekit，请单击“我是 Typekit 新手”，并按照提示设置帐户。

3. 在“Typekit”窗口中，将鼠标移至字体卡上方，然后单击 + 使用字体。

4. 从所选系列中选择字体，然后单击同步所选字体。

是否对同步字体有疑问？请在从 Typekit 中添加字体中查找答案。

在 Adobe Stock 上查找资源

您可以直接从 Creative Cloud 桌面应用程序中搜索 Adobe Stock 上的图像资源。

Adobe Stock 是一项面向设计师和企业推出的服务，可方便其访问 55 万个高品质、精选、免版税图片、插图、矢量图形、视频和我们最新的高级收藏
集，并将其用于所有创意项目。您可以根据需要购买单张图片，或者也可以购买多图片订阅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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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Stock”选项卡上，输入搜索库存图片的关键字，然后单击“执行”。

2. 如果出现提示，请提供您的出生日期并单击“更新”。

您将看到显示有与搜索相关的库存图片的“Adobe Stock 网站”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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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从 Adobe Stock 网站将带有水印的图片预览添加到任意资料库中。在支持资料库的 Creative Cloud 应用程序（如
Photoshop、lllustrator、InDesign、Premiere Pro 和 After Effects）中，只需将带有水印的库存图片从“资料库”面板拖动到项目中即可。准备就绪时，
您还可以在 Creative Cloud 桌面应用程序中从“资料库”面板中许可库存图片。

许可图片时，支持与资料库关联的资源的 Creative Cloud 应用程序（如 Photoshop、Illustrator 和 InDesign）将自动更新所有关联的图片实例到许可
的高分辨率无水印版本。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使用 Adobe Stock。

用 Market 查找设计资源

Creative Cloud Market 是由创意人员为创意人员创造的一系列高品质精选内容。Creative Cloud 订阅者可在桌面和移动设备上（通过 Creative Cloud
关联应用程序）免费从 Market 访问资源，从一系列极其出色的矢量图形、图标、图案、UI 套件等中进行选择。Creative Cloud 订阅者每月最多可下
载 500 个独特资源，并且无需缴纳使用费。这项功能强大的新服务可让创意人员顺利地找到资源并加以拓展、操控和改良，以便快速启动他们的创意
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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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Creative Cloud Market。

用 Behance 进行共享和探索

在 Behance 上展示和探索创意作品。作为会员，您可以创建一个作品集并广泛、高效地进行传播。或者，您也可以通过跨领域浏览有特色或受欢迎的
作品，来探索来自世界各地设计师的最新创意作品。

登录或注册以访问您的 Behance 活动源、作品集以及共享和发现新作品。如果您已经有了帐号，系统会提示您登录。如果您还没有帐号，注册
是快速且容易的。

即便没有 Behance 帐户，您也可以使用“社区”面板通过 Creative Cloud 桌面应用程序探索项目和在创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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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从 Creative Cloud 发布到 Behance，或访问 Adobe Behance 社区论坛。

主页和活动源

Creative Cloud 桌面应用程序“主页”面板上的“活动流”显示了您与 Creative Cloud 的交互。您可以在此处查看事件和活动，例如新应用程序可用性、更
新和安装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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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录以激活 Creative Cloud

激活 Creative Cloud 与停用 Creative Cloud

要激活 Creative Cloud，只需用您的 Adobe ID 登录 Creative Cloud 即可。登录后随即会激活 Creative Cloud 许可证以及与您的 Adobe ID 关联的所有
已安装的应用程序和服务。然后您便可以正常使用应用程序和服务。

要登录，请单击位于任务栏 (Windows) 或 Apple 菜单栏 (Mac OS) 上的灰显 Creative Cloud 图标，打开 Creative Cloud 桌面应用程序。
输入您的 Adobe ID（通常是您的电子邮件地址）和密码，然后单击“登录”。（如果 Creative Cloud 桌面应用程序处于打开状态，则说明您已登
录。）

现在您可以使用 Creative Cloud 服务、安装 Creative Cloud 应用程序和启动以前可能安装过的 Creative Cloud 应用程序。

要停用 Creative Cloud，从 Creative Cloud 注销即可。注销后随即会在该台计算机上停用与您的 Adobe ID 关联的所有已安装的 Creative Cloud 应用
程序和服务。应用程序仍安装在计算机上，只是不再连接到有效的许可证。再次登录以重新激活许可证并使用应用程序和服务。

要注销，请打开 Creative Cloud 桌面应用程序，然后单击齿轮图标并选择“首选项”。单击“常规”，然后单击“注销”。

与您的 Adobe ID 关联的 Creative Cloud 应用程序和服务现已在此台计算机上停用。

更详细的说明请参阅登录和注销以激活 Creative Cloud 应用程序。

首选项

要在 Creative Cloud 桌面应用程序中打开“首选项”对话框，单击齿轮图标并选择“首选项”。

如果您需要暂时停用帐户，“首选项”对话框可为您提供自定义和使用 Creative Cloud 的选项，包括更改软件安装语言、调整 Creative Cloud 服务的设
置和注销。

要停用与您的 Adobe ID 关联的所有 Creative Cloud 应用程序和服务，请单击“常规”，然后单击“注销”。注销后随即会停用与您的 Adobe ID 关
联的所有已安装的 Creative Cloud 应用程序和服务。
要启用自动更新，请选择“始终保持 Creative Cloud 桌面为最新版本”。
要更改软件安装语言或安装位置，请选择“首选项”>“Creative Cloud”>“Apps”。有关详细说明，请参阅更改 Creative Cloud 应用程序的语言
设置。

要连接到“使用 Adobe Experience Manager (AEM) Assets”存储库，请选择“登录到 AEM Assets”。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使用 AEM Assets。
使用文件、字体和 Behance 选项卡以修改其设置。
要显示来自 Adobe 的通知，请在每个选项卡中选择“显示 OS 通知”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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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此类内容

下载和安装 Creative Cloud 应用程序
更新 Creative Cloud 应用程序
卸载或删除 Creative Cloud 应用程序
登录和注销以激活 Creative Cloud 应用程序

  Creative Commons 条款未涉及 Twitter 和 Facebook 帖子。

法律声明   |   在线隐私策略

Creative Cloud
< 查看所有应用程序

学习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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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程

在社区提问

发表问题并获得专家解答。

立即提问

联系我们

来自真正专业人士的真心实意的帮助。

立即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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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obe 支持 >
Creative Cloud
> 浏览、同步和管理资源

浏览、同步和管理资源

搜索

在此页面上

浏览资源

同步或上传素材

存档并删除素材

存储计划和配额

适用于: Creative Cloud

您的 Adobe Creative Cloud 账户可在线存储，所以您的素材可以在任何地方和任何设备或计算机上可用。您可以在计算机、平板计算机或智能手机的
网页浏览器直接预览许多创意素材类型。这些素材类型包括：PSD, AI, INDD, JPG, PDF, GIF, PNG, Photoshop Touch 以及许多其他类型。

Adobe Creative Cloud 桌面应用程序 保持所有素材同步。任何添加、修改或删除都反应在所有连接的计算机和设备上。例如，如果您使用 Creative
Cloud Assets 页面上传 .ai 素材，会在所有联网计算机自动下载。

如果您使用的是附带托管服务的适用于企业的 Creative Cloud，请参阅：

管理素材

指定同步位置

浏览资源

您的 Creative Cloud 资源包括与您的桌面同步的文件、使用支持 Creative Cloud 的移动应用程序创建的资源以及 Creative Cloud 资料库。您可使用
Creative Cloud Assets 页面浏览所有这些资源，资源将组织如下：

文件

显示与您桌面上的 Creative Cloud Files 目录同步的资源

移动创建

显示使用支持 Creative Cloud 的移动应用程序创建的资源

资料库

显示您创建的设计资料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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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单击某个资源类别时，它会扩展为显示子类别（如有）。例如，“文件”下的资源进一步组织为“全部”、“共享”和“存档”。
 

您可以使用 Creative Cloud 移动应用程序和 Creative Cloud Libraries 以类似方式管理已创建的素材。Mobile Creations 和 Libraries 类别也有存档部
分，您可以查看已删除内容并将其恢复。

有关资料库的信息，请参阅 Creative Cloud Libraries.

所有：显示所有与 Creative Cloud 文件同步的所有素材。

共享：显示您与其他 Creative Cloud 用户之间共享的素材

存档：显示您已删除的 Creative Cloud 文件素材

同步或上传素材

要从您的计算机同步文件，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在你的桌面复制、粘贴或移动素材至 Creative Cloud 文件目录。
在应用程序中，选择“文件”>“保存”或“文件”>“另存为”，并导航至 Creative Cloud Files 目录。

注意:

如需从 Creative Cloud 桌面应用程序中打开 Creative Cloud Files 目录，请选择“资源”>“文件”，并单击“打开文件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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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无法同步包含特殊字符（如 |、"、?、<、>、/、* 或 :）的文件名。也不能同步包含保留名称（如 AUX 或 Com1）的文件。如果您收到错误、重新命
名素材文件名称，将其同步至 Creative Cloud。欲知更多信息，请参阅错误："无法同步素材。"

此外，还可使用以下方法，将文件直接上传到 Creative Cloud Assets 页面中。

上传和管理您在 Creative Cloud 的素材，使用在 Creative Cloud Assets 页面上的操作 菜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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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桌面上将资源拖放到 Creative Cloud Assets页面。

替换素材

（仅适用于文件） 再次上传文件，创建版本并用新的已有文件替换。Creative Cloud 保存您对文件所做的所有变更的副本。

要替换文件，请使用 Creative Cloud Assets 页面执行以下操作：

1. 导航到文件并打开，进行查看。
2. 选择 “操作”> “替换”，或将文件夹中的文件拖到浏览窗口。

备注：新文件必须与被替换文件的类型一致。例如，不能用 .AI 文件替换 .PSD 文件。
 
关于版本的信息，请参阅版本常见问题解答。

存档并删除素材

两步流程删除文件、库元素或移动创意作品。您首先将其存档之后将其从其在 Assets 网站类别的存档文件夹中永久删除。

您可以在您的桌面从 Assets 网站或支持 Creative Cloud 的移动应用程序中存档文件。您甚至可以在您的桌面使用操作系统命令从 Creative
Cloud 文件目录删除素材。
您可以从 Assets 网站内或一些支持 Creative Cloud 的移动应用程序中存档移动创意作品。
您只能从 Assets 网站内存档库元素。

所有素材的存档/删除与您的 Creative Cloud 账户同步。已存档素材继续占用在线存储。永久删除素材释放储存配额。

从 Assets 网站内存档素材

1. 在 Assets 网站，导航至您希望存档的文件、移动创意作品或库元素。
2. 从素材的语境菜单，选择存档。

Creative Cloud 将素材移动至此类别下的存档文件夹。例如，将移动创意作品移动至 Mobile Creations > Archived ，而将库元素移动至Libraries
> Archi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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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档素材（显示阳历：库元素）

恢复素材

1. 在 Assets 网站，为相关类别导航至存档页面：Files > Archived, Mobile Creations > Archived，或Libraries > Archived。
2. 选择您希望恢复的素材。
3. 单击恢复。提示确认时，请再次单击恢复。

永久删除素材

1. 在 Assets 网站，为相关类别导航至存档页面： Files > Archived, Mobile Creations > Archived，或 Libraries > Archived。
2. 请选择您希望永久删除的素材。
3. 单击永久删除。提示确认时，请再次单击 永久删除 。

存储计划和配额

存储配额取决于您的 Creative Cloud 会员资格。

会员资格计划 免费存储配额

免费 2 GB
Creative Cloud（照片） 2 GB
Creative Cloud（单一应用程序计划和所有应用程序计划） 20 G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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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ive Cloud 团队版 100 GB

可以从 Creative Cloud 桌面应用程序“资源”面板下的“文件”选项卡下或 Creative Cloud 活动页面的“设置”页面查看存储状态。

Creative Cloud 桌面应用程序上的存储状态

“设置”页面上的存储状态

Creative Cloud 可从任何设备上同步多达 1 GB 的超额内容。之后，Creative Cloud 应用程序停止同步新素材并提醒您超额。一个红色感叹号标记任何
无法上传的素材。您依然可以移动、重命名或删除素材。要继续同步素材，请永久删除其他素材以释放空间。

注意:

存储空间有一小部分将用于管理目的。因此，实际存储空间将略小于所分配的空间。根据用户素材不同，从 100 KB 至 500 KB 不等。

更多此类内容

使用 Creative Cloud 桌面应用程序管理应用程序和服务
存储内容并将其与 Creative Cloud Assets 共享
共享文件、资料库等内容

协作使用文件夹和资料库

同步文件和文件夹并与协作者共享（视频，10 分钟）
错误：“无法同步文件”
指定同步位置

  Creative Commons 条款未涉及 Twitter 和 Facebook 帖子。

法律声明   |   在线隐私策略

Creative Cloud
< 查看所有应用程序

学习和支持

新手指南

教程

在社区提问

发表问题并获得专家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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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即提问

联系我们

来自真正专业人士的真心实意的帮助。

立即开始

^ 返回顶部
Was this helpful?

Yes
No
 更改地区中国 (更改)

选择地区

选择地区将更改 Adobe.com 上的语言和/或内容。

Americas Brasil Canada - English Canada - Français Latinoamérica México United States Europe, Middle East and Africa Africa -
English België Belgique Belgium - English Česká republika Cyprus - English Danmark Deutschland Eastern Europ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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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 下载 支持与学习 公司
Copyright © 2016 Adobe Systems Software Ireland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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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obe 支持 >
Creative Cloud
> Creative Cloud Libraries

Creative Cloud Libraries
搜索

在此页面上

您可以对资料库执行哪些操作

对 Creative Cloud 应用程序中的资料库的支持
概述：使用 Creative Cloud Libraries
Adobe Stock 和 Creative Cloud Libraries
常见问题

适用于: Creative Cloud

Creative Cloud Libraries 采用 Adobe CreativeSync 技术，它让您在任何地方都能访问您所收藏的资源。在几个 Creative Cloud 桌面应用程序和移动应
用程序中创建图片、颜色、文本样式等，然后通过其他桌面和移动应用程序轻松访问，创造顺畅无缝的工作流程。

如需浏览概述，请参阅开始使用 Creative Cloud 资料库。

您可以对资料库执行哪些操作

捕捉

Creative Cloud Libraries 所提供的机制可从各种应用程序中捕捉设计资源，并不仅限于桌面应用程序。您可运用 Creative Cloud 移动应用程序系列，
在灵感来袭时及时捕捉，甚至可从 Adobe Stock 或 Creative Cloud Market 下载资源。

重复使用和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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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来自 Creative Cloud Libraries 的对象，重复使用和创建设计和图稿。

管理

您可将设计资源纳入多个 Creative Cloud Libraries。这些分类可以根据项目、资源类型或您的个人喜好，以便您重复使用，创造您的标志性风格。

对 Creative Cloud 应用程序中的资料库的支持

移动应用程序

应用程序 支持将资源保存到资料库 支持使用资料库中的资源 提供了更多信息的资源

Capture CC 矢量形状、颜色主题、画笔、图案和外观 N/A Adobe Capture CC 常见问题解答

Photoshop Fix N/A Adobe Photoshop Fix 常见问题解答

Illustrator Draw N/A 图像和形状 Adobe Illustrator Draw 常见问题解答

Photoshop Sketch N/A 画笔 Adobe Photoshop Sketch 常见问题解答

Illustrator Line N/A 颜色和图形 Adobe Illustrator Line CC 常见问题解答

Capture CC N/A Adobe Capture CC 常见问题解答

Comp CC N/A Adobe Comp CC 常见问题解答

Premiere Clip N/A Adobe Premiere Clip 常见问题解答

Photoshop Mix N/A Adobe Photoshop Mix 常见问题解答

Creative Cloud 移动应用程序 N/A Creative Cloud | 常见问题

桌面和浏览器应用程序

应用程序或服务

支持将资源保存

到资料库

支持使用资料库

中的资源

提供了更多信息的资源

桌面应用程序

Photoshop Photoshop 中的 Creative Cloud Libraries

Illustrator Illustrator 中的 Creative Cloud Libraries

InDesign InDesign 中的 Creative Cloud Libra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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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miere Pro Premiere Pro 中的 Creative Cloud Libraries

After Effects After Effects 中的 Creative Cloud Libraries

Dreamweaver Dreamweaver | 与 Libraries 集成

Adobe Muse Adobe Muse 中的 Creative Cloud Libraries

Adobe Animate CC Animate CC 中的 Creative Cloud Libraries

Creative Cloud Market（通过
Creative Cloud 桌面应用程
序）

N/A Creative Cloud Market

浏览器

Creative Cloud Assets 仅限查看和管理（重命名、删

除）

Creative Cloud Assets | 存储和共享内容

概述：使用 Creative Cloud Libraries

添加到资料库

Creative Cloud Libraries 所提供的机制可从各种应用程序中捕捉设计资源，并不仅限于桌面应用程序。您可运用 Creative Cloud 移动应用程序系列，
在灵感来袭时及时捕捉，甚至可从 Adobe Stock 或 Creative Cloud Market 下载资源。

移动

您可以使用不断发展的 Adobe 移动应用程序系列，将资源添加到您的资料库中。咨询移动应用程序的学习资源以便了解如何操作。

Creative Cloud Market

在 Creative Cloud Market 中发现资源并添加到资料库中。使用 Creative Cloud 桌面应用程序浏览并从Creative Cloud Market浏览和添加素材。也可使
用 Creative 移动应用程序，将资源添加到资料库中。

如果您使用的是附带托管服务的适用于企业的 Creative Cloud，请参阅：

管理素材

指定同步位置

桌面

使用 Creative Cloud 桌面应用程序将资源添加到您的计算机上的 Creative Cloud Libraries。将资源拖到桌面应用程序中的“资料库”面板。也可在
Creative Cloud Assets 页面上查看和浏览资料库。

在与 Libraries 共同使用时，参阅面向 Creative Cloud 桌面应用程序学习资源的 更多信息。

重复使用和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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桌面

在支持资料库的桌面应用程序中，打开“资料库”面板（“Windows”>“资料库”）并将对象拖动到画布上。

浏览器

在Creative Cloud Assets 页面浏览和管理您的资料库。参阅浏览、同步和管理素材。

移动应用程序

使用移动应用程序，从资料库中选择一个对象，以便将其纳入您的项目。

共享和协作

桌面 

在支持 Creative Cloud Libraries 的桌面应用程序中打开“资料库”面板（“Windows”>“资料库”）。现在，从面板弹出框菜单，选择共享链接 或协作。

将合作者添加到资料库时，您可以选择是授予其编辑级别权限（可以编辑、重命名、移动和删除内容）还是授予其查看级别权限（仅可查看资料库中

的内容并对其发表评论）。

您还可以创建可关注资料库。拥有资料库 URL 的任何人都可以关注它。每当您更新资料库的内容时，关注者会在所有支持的 Creative Cloud 应用程序
中自动收到更新。

浏览器

在 Creative Cloud Assets 左窗格中，单击“资料库”。现在，从库文件夹菜单，选择共享链接 或协作。

将合作者添加到资料库时，您可以选择是授予其编辑级别权限（可以编辑、重命名、移动和删除内容）还是授予其查看级别权限（仅可查看资料库中

的内容并对其发表评论）。

您还可以创建可关注资料库。拥有资料库 URL 的任何人都可以关注它。每当您更新资料库的内容时，关注者会在所有支持的 Creative Cloud 应用程序
中自动收到更新。

移动

借助 Creative Cloud 移动版、Capture 和其他移动应用程序，您可以分享和协作使用 Adobe Creative Cloud Libraries 以及特定的资料库资源。

Adobe Stock 和 Creative Cloud Libra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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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obe Stock 与 Creative Cloud Libraries 深度集成。您可使用 Adobe Stock 网站将带有水印的库存图片预览直接添加到您的任意库中。然后，在支持
库的 Creative Cloud 应用程序（如 Photoshop、lllustrator、InDesign、Premiere Pro 以及 After Effects）中，您可将带有水印的库存图片从“库”面板
中拖至您的创意项目中。如果您对库存图片感到满意，认为其适合您的项目，则可选择直接从“库”面板中许可该库存图片。

对于支持库链接的资源的 Creative Cloud 应用程序，如 Photoshop、Illustrator 和 InDesign，这种集成的程度更胜一筹。当您许可该库存图片之后，
您开放文档中与之相关的所有实例会自动更新为许可的、高分辨率的库存图片，并且不带水印。

更多信息，请参阅使用 Adobe Stock.

常见问题

我可以向资料库添加多少项目？

一个资料库可包含多达 1,000 项资源。

我可以创建的资料库数量是否存在限制？

您可以创建的资料库数量没有限制。

资料库中存储的所有资源是否可供所有所支持的应用程序使用？

当您在某个应用程序中工作时，您可以查看并使用与该应用程序相关的资料库内容。例如，尽管您可以向资料库中添加图层样式，但这些样式只与

Photoshop 相关。

支持哪些类型的颜色信息？

资料库支持单个色板或颜色主题的颜色数据。资料库仅支持印刷色。专色不受支持，并将作为印刷色添加到资料库。

我是否能跨 Creative Cloud 桌面应用程序重复使用存储在资料库中的资源？

大多数资源可在桌面应用程序之间重复使用。Photoshop 图层样式是一个明显的例外；它们当前只能在 Photoshop 中重复使用。

如果您在 Illustrator 或 Photoshop 中使用 InDesign 文本样式，这些应用程序会尝试将该资源的属性映射到宿主应用程序中可用的文本样式的属性。
在宿主应用程序中找不到的任何属性都将被忽略。

资源存储在哪里？

您的资源将本地存储在您的设备上，并与 Creative Cloud 同步。

我能否与他人共享某个资料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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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参阅资料库协作.

我是否需要 Creative Cloud 会员资格？

您需要 Creative Cloud 免费或付费会员资格，方可使用 Creative Cloud Libraries。

我在哪里可以了解到有关 Creative Cloud Libraries 的更多信息？

您可以通过以下资源了解到有关资料库的更多信息：

视频教程

如何开始使用 Creative Cloud 资料库（概述）
Illustrator 和移动应用程序中的 Creative Cloud Libraries
Photoshop 和移动应用程序中的 Creative Cloud Libraries

在移动应用程序中展示 Creative Cloud Libraries 的视频教程

Shape CC
Brush CC
Color CC
Illustrator Draw
Photoshop Ske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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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ericas Brasil Canada - English Canada - Français Latinoamérica México United States Europe, Middle East and Africa Afric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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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ish Luxembourg - Français Magyarország Malta - English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 English Moyen-Orient et Afrique du Nord -
Français Nederland Norge Österreich Polska Portugal România Schweiz Slovenija Slovensko Srbija Suisse Suomi Sverige Svizzera Türki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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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Typekit 添加字体

Typekit 是一项订阅服务，可让您访问庞大的字体库，以供在桌
面应用程序和网站中使用。

Typekit 组合计划包含在 Creative Cloud 订阅中。Creative Cloud 试用
会员可获取来自 Typekit 的部分字体，以便在 Web 和桌面应用程序中使
用。

订阅 Creative Cloud（所有应用程
序、单一应用程序或免费计划）或

独立的 Typekit 计划，才能将字体
同步到桌面。更多详情，请参阅

Typekit 产品页面和 Typekit 计划选
项。

转到页首

转到页首

从 Creative Cloud 桌面应用程序：

在“字体”选项卡中，单击从 Typekit
浏览字体。一个浏览器窗口将打

开，引导您登录到 Typekit.com。

从集成 Typekit 的应用程序：

在该应用程序的“字体”菜单中，单
击从 Typekit 添加字体。将从该应
用程序中直接启动一个浏览器窗

口。

直接在 Typekit.com 网站上：

使用您的 Adobe ID 和密码登录到
Typekit.com。

 

快速入门

从 Typekit 中浏览并同步字体
使用已同步的字体

管理同步字体

快速入门

您可从 Typekit 众多代工伙伴的供应中选择一种字体，然后使用 Creative Cloud 将其同步到您的桌面 - 或者在
Web 上使用它。同步的字体可在所有 Creative Cloud 应用程序（如 Photoshop 或 InDesign）以及其他桌面应
用程序（如 Microsoft Word）内部使用。

要同步字体，必须在计算机上安装 Creative Cloud 桌面应用程序。如果尚未安装此应用程序，请下载并安装
它。

默认情况下，Typekit 处于开启状态，以便它可以同步字体并可在桌面应用程序中使用这些字体。

如果您此时已经在 Web 浏览器中选定了要同步的字体，它们将自动开始同步到您的计算机中。

从 Typekit 中浏览并同步字体

您可以从多个位置访问 Typekit 字体库。将这些方法组合运用，寻找出最符合您现有工作流程的新字体选择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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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浏览字体，并筛选出想要的字体。某个特定字体的可用性在其字体卡上显示。

字体卡上显示的可用性

A. Web 和同步 B. Web 

单击一张字体卡，查看有关该字体的更多详细信息，包括所有可用粗细和样式的字体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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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击 Use Fonts（使用字体）。

在 Use This Family（使用这个系列）窗口中，指定您希望将该字体同步到桌面的哪个位置或将字体添加到
套件内，以供在 Web 上使用。

从字体系列中选择您所需的样式，然后单击 Sync Selected Fonts（同步所选字体）。

这些字体将同步到所有您已安装 Creative Cloud 应用程序的计算机上。要查看字体，请打开 Creative Cloud 桌
面应用程序，然后单击字体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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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到页首

在 InDesign CC 中使用
Typekit 字体

Premiere Pro CC 2014
新增功能摘要

在 Illustrator CC 中使用
Typekit 字体

After Effects CC 2014 新
增功能摘要

在 Photoshop CC 中使用
Typekit 字体

使用已同步的字体

如需使用您已经同步的字体，只需打开任意桌面应用程序并转至字体菜单即可。您将在选项列表中看到您已同步

的字体。一些桌面应用程序（如 Microsoft Word）可能在同步新字体后需要重新启动。

InDesign 字体菜单显示来自 Typekit 的已同步字体

如需就如何在 Creative Cloud 应用程序中使用来自 Typekit 的字体了解更多信息，请参阅以下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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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到页首

管理同步字体

您可以在计算机上使用 Creative Cloud 桌面应用程序中的字体面板或在 Typekit.com 帐户中查看已同步的字
体。

删除已同步的字体

从计算机上移除已同步的字体：

1. 在 Adobe Creative Cloud 桌面应用程序的“字体”面板中，单击管理字体。Synced
Fonts（已同步字体）页面在浏览器窗口中打开。您也可登录 Typekit.com 并直接转到您的
Synced Fonts（已同步字体）页面。

2. 在您不希望继续使用的字体的右侧，单击删除。

关闭 Typekit

您可以启用或禁用字体同步。禁用字体同步后，系统将停止同步字体并将删除计算机上任何已同步的字体。

1. 在 Creative Cloud 桌面应用程序中，选择  >“首选项”>“Creative Cloud”。

2. 单击“字体”。

3. 要启用或禁用同步字体，请从“Typekit 开启/关闭”设置中选择“开启”或“关闭”。

离线使用 Typekit

如果您在 Creative Cloud 桌面应用程序运行时离线，那么再登录时已同步的字体仍然可供使用。在您恢复连通
性之前，您在 Typekit.com 上对字体同步选择做出的任何变更将不会得到反映。

如果您在离线时启动 Creative Cloud 桌面应用程序，字体将无法使用，并且将不会在标准字体菜单中显示。

另请参阅

如何将字体同步到桌面 | Typekit.com

通过 Creative Cloud，为桌面应用程序添加字体

无法同步一个或多个字体

错误：“已安装具有相同名称的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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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obe 支持 >
Creative Cloud
> Share files, libraries, and more

Share files, libraries, and more
搜索

在此页面上
Introduction
Share a file or folder
Share libraries, library assets, and mobile creations
View an asset shared with you
Share files, folders, libraries, or assets to Slack

适用于: Creative Cloud

Introduction

Creative Cloud Assets lets you share public links to the following types of assets:

Files
Folders
Libraries
Library elements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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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bile creations

By sharing public links, you can gather quick feedback on assets and work more efficiently with others. When you share a link with someone, they can view a high fidelity preview of the assets directly in the web browser without having to install Creative Cloud apps or sign in to the website. In addition to viewing the assets, they can
write comments or download a copy of the files (if you permit them to do so).

Public sharing of assets ensures that you retain complete control over your content. Recipients get read-only access to your assets, which means they cannot upload, update, or delete them. The shared assets are accessed using a unique Adobe.ly short URL that you send via email or copy/paste to send. At any time, you can turn
the URL off to revoke access.

While sharing libraries and library assets, you can also choose to let other users follow them. Whenever you update the library or the library asset, followers automatically get the updates across all supported Creative Cloud apps.

To collaborate with co-workers (share assets with different levels of access permissions), see Collaborate with others.

Share a file or folder

1. On the Creative Cloud Assets page, navigate to a file or folder to share.

2. From the Share menu, choose Send Link.

3. The file is set private by default which only you can view. To share file click Create Public Link to share a read-only view of this file with others.

4. Click Advanced Options. The following options are enabled by default:

Allow Downloads Allows link recipients to download a copy of the file
Allow Comments Allows link recipients to add comments to the file

注意:

The Allow use of Extract option is available only when sharing a Photoshop (.psd) file. For more information how Extract works, see Creative Cloud Extract.

Optionally, you can choose to disable the op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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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Click Send Link.

An email is sent to the recipients with the link (short URL) to access the shared file or folder.

Clicking the short URL opens the shared file or folder in a web browser. Recipients don't have to be Creative Cloud members to view or access publicly shared files and folders.

Preview of the shared file in a browser

注意:

If you have View-only permissions on a shared private folder, you cannot create or share a public link to it. However, you can send out links to public folders. Later, if the owner decides to make the folder private, the link you shared earlier will become inaccessible.

Share libraries, library assets, and mobile creations

Share libraries

Let's see how you can share a library through a public link:

1. Log in to the Creative Cloud Assets page.
2. Once logged in, in the left pane, click Libraries.
3. Expand the context menu for the library that you want to share. Click Send 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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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end Link option in Libraries

4. In the Send Link dialog, toggle the Private/Public switch. Additional options to control the sharing of public libraries appear.

The Private/Public switch

Sharing options for the library

5. If necessary, deselect the following options that are enabled by default.

Allow Follow

When this option is enabled, anyone who has the URL of the library can follow it. Whenever you update the contents of the library, followers automatically get the updates across all supported Creative Cloud apps.

Allow Save To Creative Cloud

When this option is enabled, other users can copy the library in its current state to their Creative Cloud account and edit the assets. However, they do not receive any subsequent updates to the library.82



6. Optionally, enter a description for the library.
7. Click Save. Creative Cloud sends out the public link and recipients receive email invitations to view the asset.

Share library assets and mobile creations

You can also share individual library assets and mobile creations in much the same way. For example, here’s how you share an Adobe Stock image added as an asset to a Creative Cloud library:

Share an Adobe Stock image added as a library asset

注意:

The Allow Follow functionality is not currently supported for mobile creations.

View an asset shared with you

You can save shared assets to your Creative Cloud account. You can also download the file to your device if the sender has enabled download. If the sender has shared a library or mobile creation, you can save the complete library or mobile creation to your own account. If a library asset is shared, you can save it to one of your
own libraries.

Save the asset to your Creative Cloud account or download 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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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ve a library asset to one of your own libraries

If the shared asset is a file; you can save it to your computer if the sender has allowed downloads, or save it to your account.

注意:

If you have View-only permissions on a shared private library, you cannot create or share a public link to it. However, you can send out links to public libraries. Later, if an owner decides to make the library private, the link you shared earlier will become inaccessible.

Share files, folders, libraries, or assets to Slack

Slack is a cloud-based team communication tool that offers features such as real-time messaging, archiving, and search. You can share your Creative Cloud files, folders, libraries, and assets to Slack.

Sharing your content to Slack requires that a public link to it be created beforehand. Follow these steps:

1. On the Creative Cloud Assets website, select the Share To Slack option for the content you want to share.

Share an asset to Slack

2. In the Share To Slack dialog, click Create Public Link.
3. On the screen that follows, click Authorize Slack.
4. On the Slack sign in page, enter your team's Slack domain.
5. Follow the on-screen instructions to complete the process.

更多此类内容
Get started with Creative Cloud Assets
Collaborate with others
Browse, share, and manage assets - managed services

  Creative Commons 条款未涉及 Twitter 和 Facebook 帖子。
法律声明   |   在线隐私策略

Creative Cloud
< 查看所有应用程序
学习和支持
新手指南
教程

在社区提问
发表问题并获得专家解答。
立即提问

联系我们
来自真正专业人士的真心实意的帮助。
立即开始
^ 返回顶部
Was this helpful?

Yes
No
 更改地区中国 (更改)

选择地区 84

http://idiom-q-win-1/cn/creative-cloud/how-to/assets-get-started.html
http://idiom-q-win-1/cn/creative-cloud/help/collaboration.html
http://www.adobe.com/go/cce_ms_doc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sa/3.0/
http://help.adobe.com/zh_CN/legalnotices/index.html
https://www.adobe.com/go/gffooter_online_privacy_policy_cn
https://www.adobe.com/go/gffooter_online_privacy_policy_cn
https://www.adobe.com/go/gffooter_online_privacy_policy_cn
https://forums.adobe.com/community/creative_cloud
https://forums.adobe.com/community/creative_cloud
http://idiom-q-win-1/cn/zh-Hans/contact.html?step=CCSN
http://idiom-q-win-1/cn/zh-Hans/contact.html?step=CCSN
http://idiom-q-win-1/cn/zh-Hans/contact.html?step=CCSN


选择地区将更改 Adobe.com 上的语言和/或内容。
Americas Brasil Canada - English Canada - Français Latinoamérica México United States Europe, Middle East and Africa Africa - English België Belgique Belgium - English Česká republika Cyprus - English Danmark Deutschland Eastern Europe - English Eesti España France Greece - English Hrvatska Ireland Israel -
English Italia Latvija Lietuva Luxembourg - Deutsch Luxembourg - English Luxembourg - Français Magyarország Malta - English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 English Moyen-Orient et Afrique du Nord -
Français Nederland Norge Österreich Polska Portugal România Schweiz Slovenija Slovensko Srbija Suisse Suomi Sverige Svizzera Türkiye United Kingdom България Россия Україна ישראל - עברית Asia - Pacific Australia Hong Kong S.A.R. of China India - English New Zealand Southeast Asia (Includes Indonesia,
Malaysia, Philippines, Singapore, Thailand, and Vietnam) - English 中国 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台灣 日本 한국 Commonwealth of Independent States Includes Armenia, Azerbaijan, Belarus, Georgia, Kazakhstan, Kyrgyzstan, Moldova, Tajikistan, Turkmenistan, Ukraine, Uzbekistan

产品 下载 支持与学习 公司
Copyright © 2016 Adobe Systems Software Ireland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隐私 使用条款 cookies 京 ICP 备 10217899 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5010404

85

http://idiom-q-win-1/br/
http://idiom-q-win-1/ca/
http://idiom-q-win-1/ca_fr/
http://idiom-q-win-1/la/
http://idiom-q-win-1/mx/
http://idiom-q-win-1/us/
http://idiom-q-win-1/africa/
http://idiom-q-win-1/be_nl/
http://idiom-q-win-1/be_fr/
http://idiom-q-win-1/be_en/
http://idiom-q-win-1/cz/
http://idiom-q-win-1/eeurope/
http://idiom-q-win-1/dk/
http://idiom-q-win-1/de/
http://idiom-q-win-1/eeurope/
http://idiom-q-win-1/ee/
http://idiom-q-win-1/es/
http://idiom-q-win-1/fr/
http://idiom-q-win-1/eeurope/
http://idiom-q-win-1/hr/
http://idiom-q-win-1/ie/
http://idiom-q-win-1/il_en/
http://idiom-q-win-1/il_en/
http://idiom-q-win-1/it/
http://idiom-q-win-1/lv/
http://idiom-q-win-1/lt/
http://idiom-q-win-1/lu_de/
http://idiom-q-win-1/lu_en/
http://idiom-q-win-1/lu_fr/
http://idiom-q-win-1/hu/
http://idiom-q-win-1/eeurope/
http://idiom-q-win-1/mena_en/
http://idiom-q-win-1/mena_fr/
http://idiom-q-win-1/mena_fr/
http://idiom-q-win-1/nl/
http://idiom-q-win-1/no/
http://idiom-q-win-1/at/
http://idiom-q-win-1/pl/
http://idiom-q-win-1/pt/
http://idiom-q-win-1/ro/
http://idiom-q-win-1/ch_de/
http://idiom-q-win-1/si/
http://idiom-q-win-1/sk/
http://idiom-q-win-1/rs/
http://idiom-q-win-1/ch_fr/
http://idiom-q-win-1/fi/
http://idiom-q-win-1/se/
http://idiom-q-win-1/ch_it/
http://idiom-q-win-1/tr/
http://idiom-q-win-1/uk/
http://idiom-q-win-1/bg/
http://idiom-q-win-1/ru/
http://idiom-q-win-1/ua/
http://idiom-q-win-1/il_he/
http://idiom-q-win-1/mena_ar/
http://idiom-q-win-1/au/
http://idiom-q-win-1/hk_en/
http://idiom-q-win-1/in/
http://idiom-q-win-1/nz/
http://idiom-q-win-1/sea/
http://idiom-q-win-1/sea/
http://idiom-q-win-1/cn/
http://idiom-q-win-1/hk_zh/
http://idiom-q-win-1/tw/
http://idiom-q-win-1/tw/
http://idiom-q-win-1/jp/
http://idiom-q-win-1/kr/
http://idiom-q-win-1/cis/
http://www.adobe.com/cn/products/catalog.html
http://www.adobe.com/cn/products/catalog.html
http://www.adobe.com/cn/products/catalog.html
http://www.adobe.com/cn/downloads.html
http://www.adobe.com/cn/downloads.html
http://www.adobe.com/cn/downloads.html
http://helpx.adobe.com/cn/support.html
http://helpx.adobe.com/cn/support.html
http://helpx.adobe.com/cn/support.html
http://www.adobe.com/cn/company.html
http://www.adobe.com/cn/company.html
http://www.adobe.com/cn/privacy.html
http://www.adobe.com/cn/privacy.html
http://www.adobe.com/cn/privacy.html
http://www.adobe.com/cn/legal/general-terms.html
http://www.adobe.com/cn/legal/general-terms.html
http://www.adobe.com/cn/privacy/cookies.html
http://www.miibeian.gov.cn/
http://www.miibeian.gov.cn/
http://www.miibeian.gov.cn/
http://www.miibeian.gov.cn/
http://www.miibeian.gov.cn/
http://www.miibeian.gov.cn/


Adobe 支持 >
Creative Cloud
> 启动 Creative Cloud 应用程序

启动 Creative Cloud 应用程序
搜索

在此页面上

我的应用程序在哪里？
使用 Creative Cloud 桌面应用程序启动应用程序
从安装位置启动应用程序

适用于: Creative Cloud
了解如何在安装 Creative Cloud 应用程序后打开它。

我的应用程序在哪里？

下载并安装 Creative Cloud 应用程序后，该应用程序会安装到应用程序的常规安装位置，例如“Program Files”文件夹 (Windows) 或“Applications”文件
夹 (Mac OS)。

借助 Creative Cloud 桌面应用程序，您可以轻松地概览所有 Creative Cloud 应用程序，并且只需单击即可启动它们。您还可以从安装位置启动应用程
序，方法与您通常启动计算机上任何应用程序的一样。

使用 Creative Cloud 桌面应用程序启动应用程序

1. 单击位于任务栏 (Windows) 或 Apple 菜单栏 (Mac OS) 上的 Creative Cloud 图标，打开 Creative Cloud 桌面应用程序。如果尚未选中，请单
击窗口顶端的“Apps”选项卡。

要使用 Creative Cloud 桌面应用程序来启动应用程序，请按以下步骤操作：

2. 要启动已安装的应用程序，请在“应用程序”面板中找到应用程序图标，然后单击“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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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Touch App Plugins 或 Gaming SDK 等少数应用程序无法通过 Creative Cloud 桌面应用程序启动。要启动这些应用程序，请使用下述替代方法
（从安装位置启动应用程序）。

注意:

默认情况下，当您登录计算机时，Creative Cloud 桌面应用程序便会启动。如果没有看到 Creative Cloud 图标，您可能已经退出应用程序。您可
以重新启动它：

Windows：选择“开始”>“程序”>“Adobe Creative Cloud”。
Mac OS：选择“前往”>“应用程序”>“Adobe Creative Cloud”>“Adobe Creative Cloud”。

要手动下载 Adobe Creative Cloud 桌面应用程序，请访问 Creative Cloud 桌面应用程序页面。

从安装位置启动应用程序

Mac OS

Creative Cloud 桌面应用程序将应用程序下载并安装在“Applications”文件夹中。使用 Finder 导航至“Applications”文件夹，然后双击应用程序图标以启
动应用程序。

为了方便访问应用程序，您可以将应用程序图标拖动到 Dock。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Apple 网站上的 Mac 基础知识：D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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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dows 8

Creative Cloud 桌面应用程序会将应用程序安装在“Program Files”文件夹中。它还会在“启动”屏幕或“启动”菜单中创建快捷方式。

从“启动”屏幕启动已安装的应用程序。使用 Windows 键或图标访问“启动”屏幕。滚动屏幕以查找应用程序，然后单击以启动。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Microsoft 网站上的启动屏幕教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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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dows 7

安装 Creative Cloud 应用程序后，应用程序快捷方式会添加到 Windows 产品菜单。选择“开始”>“所有程序”，然后单击该应用程序。

为了方便访问，您可以将快捷方式锁定到任务栏。选择“开始”>“所有程序”，右键单击应用程序名称，然后选择“锁定到任务栏”。

更多此类内容

下载和安装 Creative Cloud 应用程序
更新 Creative Cloud 应用程序
卸载或删除 Creative Cloud 应用程序
下载或更新 Creative Cloud 应用程序时出错
应用程序无法打开 | 进度轮不停旋转

  Creative Commons 条款未涉及 Twitter 和 Facebook 帖子。

法律声明   |   在线隐私策略

Creative Cloud
< 查看所有应用程序

学习和支持
新手指南
教程

在社区提问

发表问题并获得专家解答。

立即提问

联系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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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真正专业人士的真心实意的帮助。

立即开始
^ 返回顶部
Was this helpful?

Yes
No
 更改地区中国 (更改)

选择地区

选择地区将更改 Adobe.com 上的语言和/或内容。

Americas Brasil Canada - English Canada - Français Latinoamérica México United States Europe, Middle East and Africa Africa -
English België Belgique Belgium - English Česká republika Cyprus - English Danmark Deutschland Eastern Europe -
English Eesti España France Greece - English Hrvatska Ireland Israel - English Italia Latvija Lietuva Luxembourg - Deutsch Luxembourg -
English Luxembourg - Français Magyarország Malta - English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 English Moyen-Orient et Afrique du Nord -
Français Nederland Norge Österreich Polska Portugal România Schweiz Slovenija Slovensko Srbija Suisse Suomi Sverige Svizzera Türkiye
United Kingdom България Россия Україна ישראל - עברית Asia - Pacific Australia Hong Kong S.A.R. of China India - English New
Zealand Southeast Asia (Includes Indonesia, Malaysia, Philippines, Singapore, Thailand, and Vietnam) - English 中国 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台
灣 日本 한국 Commonwealth of Independent States Includes Armenia, Azerbaijan, Belarus, Georgia, Kazakhstan, Kyrgyzstan, Moldova,
Tajikistan, Turkmenistan, Ukraine, Uzbekistan

产品 下载 支持与学习 公司
Copyright © 2016 Adobe Systems Software Ireland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隐私 使用条款 cookies 京 ICP 备 10217899 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5010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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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obe Support >
Adobe Photoshop Lightroom
> Adobe Lightroom for mobile and Lightroom for Apple TV | FAQ

Adobe Lightroom for mobile and Lightroom for Apple TV | FAQ
Search

Adobe Photoshop Lightroom User Guide
>

On this page

Lightroom for mobile
Lightroom for Apple TV
More information

Applies to: Adobe Photoshop Lightroom Mobile Apps

Bring beautiful images to light with Adobe Lightroom. Powered by the magic of Adobe Photoshop technology, Lightroom for mobile lets you craft
and share professional-quality images from your smartphone or tablet.

Lightroom for Apple TV allows you to view your Lightroom cloud photos and enjoy slideshows on your TV. It lets you swipe through your
collections to quickly find the photo you’re looking for or zoom in on your photos to view every detail on the big screen.

Read this article to get answers to common questions about Lightroom for mobile and Lightroom for Apple TV.

Lightroom for mobile

General information

What is Adobe Lightroom for mobile?

The Lightroom for mobile app gives you the tools you need to capture, organize, edit, and share photos on your smartphone and tablet.

Craft and share pro-quality images from your smartphone or tablet using simple yet powerful tools built with Adobe Photoshop technology. Perfect
your shots in a tap with more than 40 presets. Experiment with color, adjust clarity, and add vignettes.

What features do I get for free? What additional features do I get when I purchase a Creative Cloud
Photography subscription?

You can use all the capture, organization, and sharing features in Lightroom for mobile for free. You can also use most of the editing features for
free.

When you purchase a Creative Cloud Photography plan subscription you also get:

The ability to edit raw files and access to the Local Adjustment tool in Lightroom for mobile.
The ability to use Lightroom and sync your photos on all your devices including your computer.
Photoshop CC — the world's most powerful photo-editing tool.
A customized website to showcase your photos powered by Adobe Portfolio.
The ability to access the photos you have in Lightroom in other Adobe mobile apps including Photoshop Mix, Photoshop Fix, Adobe Spark
Page, Adobe Spark Video, and more.

You can also try all of these for free as part of a trial for the Creative Cloud Photography plan.

Does the mobile app work with Lightroom on my desk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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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 can sync photos and edits between Lightroom for mobile and the Lightroom Desktop app if you have an active subscription or trial for the
following Creative Cloud membership plans:

Creative Cloud Photography plan
Creative Cloud All Apps plan
Creative Cloud Student and Teacher Edition
Creative Cloud for teams All Apps plan

If you own a version of Lightroom with a perpetual license, you will not be able to sync photos between Lightroom on your desktop and
Lightroom on your mobile device.

How can I try Lightroom for mobile?

The best way to get Lightroom for mobile is to visit the app store for your mobile device and search for "Lightroom".

What platforms and devices are supported by Lightroom for mobile?

 iOS

Lightroom for mobile supports iOS 9 and later running on iPad Pro, iPad 2 and later, iPhone 4s, 5, 5s, 5c, 6, 6S, 6 Plus, 6S Plus, 7, 7 Plus, and
iPod Touch 5th Generation.

 Android

Lightroom for mobile supports phones running Android 4.1.x and later.

Ensure that the Android phone on which you want to install Lightroom for mobile meets the following system requirements:

Minimum system requirements

Processor: Quad Core CPU with 1.5 GHz frequency and ARMv7 architecture
RAM: 1 GB
Internal storage: 8 GB
Android OS version: 4.1.x and later

Recommended system requirements

Processor: Quad Core CPU with 2.2 GHz frequency and higher ARMv7 architecture
RAM: 2 GB
Internal storage: 8 GB and above
Android OS version: 4.1.x and later

Which languages is Lightroom for mobile available in?

Lightroom for mobile is available in English, French, German, Japanese, Italian, Brazilian, Portuguese, Korean, and Simplified Chinese.

What file formats does Lightroom for mobile support?

Lightroom for mobile supports JPEG and PNG image formats and the native video formats of your mobile device. Lightroom for iOS and Android
also supports the Adobe DNG image format. If you are a paid Creative Cloud member or have an active Creative Cloud trial you can also import
and edit raw files from your camera using your iPhone or iPad.

The Lightroom desktop app supports file formats including raw images from virtually any DSLR camera, JPEG, and PNG files. Lightroom
automatically renders a smart preview of your raw photos and syncs that smart preview to your mobile device. Smart previews are smaller
versions of your original raw file that retain all the flexibility of a raw file at a fraction of the size. The original files remain on your desktop and are
not stored, synced, or used by Lightroom for mobile.

What happens to my synced images when my Lightroom trial or subscription ends?

You maintain complete ownership of your images at all times. However, if you subscription ends, you will no longer be able to view, edit, or sync
you photos in Lightroom on mobile devices. With Lightroom on your iPad and iPhone, you can continue to view and edit your photos for free, but
you will lose access to syncing capabilities across your devices. You can continue to view and edit your photos using Lightroom desktop.

Does syncing images to Lightroom for mobile use a portion of the cloud storage I get with my Cre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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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oud membership?

No, the images synced with Lightroom for mobile are not counted as part of your cloud storage.

How many photos and videos can I sync across my devices using Lightroom?

We currently do not limit the number of photos and videos you sync in Lightroom.

Can Lightroom for mobile be used as a backup service?

No; Lightroom for mobile is not a backup service.

Does Lightroom for mobile store my original image files online?

Lightroom for mobile is designed to sync photos between your computer and mobile devices. To make this possible Lightroom stores JPEG, PNG,
video, and Smart Previews of DNG files in the cloud. You should not use Lightroom as a cloud backup service as Lightroom is optimized for fast
and easy syncing and not safe and secure backup.

How does Lightroom sync the raw files I have stored on my computer or external hard drive?

When you sync raw files from Lightroom CC on your desktop to Lightroom for mobile, Lightroom automatically renders a smart preview of your
raw photos and syncs that smart preview to your mobile device.

Smart previews are smaller versions of your original raw file that retain all the flexibility of a raw file at a fraction of the size.

Why does use of sync with Adobe Lightroom for mobile require a Creative Cloud membership?

An extensive cloud infrastructure is required to sync image data and edits between the desktop and mobile devices. Given that Creative Cloud
already provides such an infrastructure, as well as a membership plan specifically for photography enthusiasts, Creative Cloud was a good fit for
powering the sync of photos and edits across Lightroom for mobile, desktop, and the web.

Can I import raw files transferred to my device using the Camera Connection Kit into Lightroom for mobile?

If you are a Creative Cloud member or have a Creative Cloud trial, you have access to a Technology Preview that lets you import and edit raw
files from you camera using Lightroom for mobile on your iPhone or iPad.

How many desktop catalogs can I sync Lightroom for mobile with?

You can only sync one catalog between Lightroom CC on your desktop and Lightroom for mobile.

Before switching your synced catalog, ensure that all items have fully synced with your desktop Lightroom catalog.

How can I tell if my iPhone or iPad supports capturing in the Adobe DNG format?

To capture Adobe DNG photos, you need to have an iPhone 5SE, 6S, 6S Plus, 7, or 7 Plus. Right now only the iPad Pro 9.7 inch supports Adobe
DNG capture.

How can I tell if my Android device supports capturing in the Adobe DNG raw file format?

Beginning with version 2.0, Lightroom for mobile supports DNG raw image capture on devices running Android versions 5.0 (Lollipop) and later.
However, this capability is available only on those devices that support capturing DNG raw images. Support for DNG capture is enabled/set solely
by the device manufacturers.

94

https://creative.adobe.com/plans/photography


To check if your device supports DNG capture:

1. First ensure that your device is running Android 5.0 (Lollipop) or later and that you have Lightroom for mobile 2.0 installed. 
2. Open the Lightroom in-app camera and check for the file format badge at the top of the viewfinder, which defaults to JPEG.
3. If available, you can tap on the file format badge to switch between the JPEG and Raw options, which captures the images in DNG raw

format.
4. If you do not see the badge, you may wish to contact your device’s manufacturer to request that they add support for DNG raw capture.

How do I know if my Android phone supports the advanced editing features in Lightroom for mobile?

Generally speaking, a newer Android phone is required to use the advanced editing features. Lightroom for mobile automatically detects and gives
you access to the advanced features that your phone supports. We are working on a comprehensive list of supported devices and will update this
FAQ with that list as soon as possible.

Use Adobe Lightroom for mobile

How do I get started with Lightroom for mobile?

Visit the Lightroom for mobile getting started page, download the mobile app, and follow the steps.

How can I get help using Lightroom for mobile on my devices?

See Work with Lightroom for mobile.

Lightroom for Apple TV

General Information

Which versions of Apple TV hardware are supported by Lightroom for Apple TV?

The Lightroom for Apple TV app requires an Apple TV 4th generation or newer running on tvOS 9.0 or later.

Can I edit or curate my photos in Lightroom for Apple TV?

No, Lightroom for Apple TV is focused on the experience of viewing your photos only.

I have videos stored in the cloud but they aren’t showing up on Lightroom for Apple TV. Why?

Videos are not supported in Lightroom for Apple TV 1.0.

Can I use a non-Apple remote with Lightroom for Apple TV?

Yes, if the remote works with Apple TV, it should work with the Lightroom for Apple TV app. On certain non-Apple remotes, panning around the
photo while zoomed in does not work.

Can I add music to my slideshows in Lightroom for Apple T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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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adding music to slideshows is not supported in Lightroom for Apple TV 1.0.

Are different slide transitions available for slideshows in Lightroom for Apple TV?

No, there is just one standard transition available in Lightroom for Apple TV 1.0.

What color space does Lightroom for Apple TV use to show photos?

Lightroom for Apple TV uses sRGB color space.

For more information, See FAQ | Color in Lightroom.

I’ve made changes to my photos in Lightroom on the web, Lightroom for mobile, or Lightroom desktop but
they aren’t showing up in Lightroom for Apple TV. What can I do?

To sync the latest edits in Lightroom for Apple TV, go to Settings and select Reload Collections.

In which languages is Lightroom for Apple TV available?

Lightroom for Apple TV 1.0 is available in English, French, German, and Japanese.

Use Adobe Lightroom for Apple TV

How do I get started with Lightroom for Apple TV?

To set up the Lightroom for Apple TV app on Apple TV, read Set up Lightroom for Apple TV app and follow the steps to get the app from the App
Store and sign in with your Adobe ID.

How can I get help using Lightroom for Apple TV?

Read View Lightroom photos on your TV to learn about the app interface and settings.

More information

Get started with Lightroom on mobile
Setting up Lightroom Desktop to sync with Lightroom on mobile
Access and edit Lightroom mobile photos on your computer
Set up Lightroom for Apple TV
View Lightroom photos on your TV

  Twitter™ and Facebook posts are not covered under the terms of Creative Commons.

Legal Notices   |   Online Privacy Policy

Adobe Photoshop Lightroom
< See all ap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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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k the Community

Post questions and get answers from experts.

Ask now

Contact Us

Real help from real people.

Start now
^ Back to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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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oose your region

Selecting a region changes the language and/or content on Adob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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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obe Photoshop Lightroom
> 使用 Lightroom for mobile

使用 Lightroom for mob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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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obe Photoshop Lightroom 用户指南
>

适用于: Adobe Photoshop Lightroom
了解如何登录和导览 Lightroom for mobile 应用程序、组织和编辑您的照片、在 Lightroom 网站上共享您的收藏夹以及在编辑后将照片保存到您的设备。了解专属照片捕获体验，让您可以捕获原始照片、使用叠加构图、在实时相机视图中应用各种效果以及进行更多其他操作。

Lightroom for mobile iOS Lightroom for mobile Android Lightroom for Apple TV Lightroom Web 版

          Lightroom for mobile iOS 帮助

         Lightroom for Apple TV 帮助

     Lightroom for mobile Android 帮助

     Lightroom Web 版帮助

更多此类内容

Lightroom for mobile 入门
Lightroom for mobile 常见问题解答
设置 Lightroom 桌面版以与 Lightroom for mobile 同步

  Creative Commons 条款未涉及 Twitter 和 Facebook 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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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obe 支持 >
Adobe Photoshop Lightroom
> 在桌面和移动平台间同步 Lightroom

在桌面和移动平台间同步 Lightroom
搜索

Adobe Photoshop Lightroom 用户指南
>

在此页面上

设置 Lightroom 以进行同步
设置收藏夹

Lightroom mobile 首选项

适用于: Adobe Photoshop Lightroom

本文介绍了如何设置和使用 Lightroom desktop 以便与 iPad、iPhone 和 Android 手机上的 Lightroom mobile 应用程序同步照片。如果您要查
找有关如何使用 Lightroom for mobile 应用程序的信息，请参阅使用 Lightroom for mobile。

设置 Lightroom 以进行同步

重要信息：要更新至 Lightroom 的最新版本，您必须订阅 Creative Cloud 或 Photoshop Photography Program。您也可以下载 Lightroom
的免费试用版。

1. 单击“帮助”>“更新”。确保您运行的是最新版本的 Lightroom。

2. 单击屏幕左上角的“活动中心”。使用您的 Adobe ID 登录 Lightroom desktop。

活动中心位于 Lightroom desktop 界面的左上角。

3. 在 Lightroom on mobile“登录”页面上，输入您的 Adobe ID 和密码，然后单击“登录”。

4. 单击“活动中心”并确保“与 Lightroom mobile 同步”选项已开启。

注意:

在“登录”屏幕上，您可能会看到一个用于选择个人帐户或企业帐户的选项。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从 Adobe ID 切换到企业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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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收藏夹

要与 Lightroom mobile 同步，照片必须位于收藏夹中。已同步的收藏夹中的照片会自动出现在您的移动设备和 Lightroom Web 中。

1. 创建收藏夹时，请选中“创建收藏夹”对话框中的“与 Lightroom Mobile 同步”复选框。

设置新收藏夹以进行同步

2. 如果您已拥有收藏夹，则也可以设置这些收藏夹以便与 Lightroom mobile 同步。

单击“同步”图标，以确保收藏夹中的照片已同步到设备

A. 不同步的收藏夹 B. 同步的收藏夹（双向箭头图标） 

注意:

您也可以右键单击某个现有的收藏夹，然后单击上下文菜单中的“与 Lightroom Mobile 同步”。

3. 要停止收藏夹与设备同步，请在“收藏夹”面板中执行以下任一操作：

单击收藏夹名称旁的同步图标。

右键单击某个收藏夹，然后单击上下文菜单中的“与 Lightroom Mobile 同步”。

选择停止同步收藏夹与 Lightroom mobile 时出现的警告

Lightroom mobile 首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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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首选项”文件夹中设置 Lightroom mobile 同步功能。要访问“首选项”对话框，请单击“编辑”（Mac：Lightroom）>“首选项”>“Lightroom
mobile”。

Lightroom mobile 首选项

帐户

在 Lightroom Mobile 首选项选项卡中，您可以查看有关您帐户的更多信息。您还可以删除已同步的信息。该操作将从 Lightroom mobile 中删除与您
的照片有关的所有信息，包括预览、元数据和修改照片设置。但是，该操作不会删除您的原始照片。这些照片将保留在计算机中，不会受到影响。所

有收藏夹也都会保留，但是其 Lightroom mobile 同步设置将被重置。

选项

您可以选择“防止系统在同步过程中休眠”选项，以防止您的计算机在 Lightroom desktop 与 Lightroom mobile 同步图像时休眠。

位置

默认情况下，Lightroom desktop 同步的 Lightroom mobile 图像位于 C:\Users\<用户名>\Pictures 中。您可以使用以下选项选择 Lightroom
mobile 图像的首选位置，也可以指定文件夹结构。

指定 Lightroom Mobile 图像的位置

选择此选项可选择移动设备下载的首选路径。

使用按拍摄日期格式化的子文件夹

选择此选项可选择用于下载上文指定位置中移动设备图像的首选子文件夹格式。

注意:

Lightroom mobile 并不是一个备份服务。Lightroom desktop 不会将您的原始 Raw 文件同步到云端或 Lightroom mobile。Lightroom desktop 会以智
能预览的形式创建图像并将其同步到云端。智能预览是原始文件的较小版本，文件大小约为 1.5 或 2 MB，并且保留了 Raw 文件的所有灵活性。在智
能预览中所做的更改会自动与您的原始文件同步。

更多此类内容

视频教程：在计算机和移动设备上的 Lightroom 间同步照片
使用“所有已同步照片”收藏夹
开始使用 Lightroom 移动设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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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obe 支持 >
Adobe Photoshop Lightroom
> Lightroom Web 版

Lightroom Web 版
搜索

Adobe Photoshop Lightroom 用户指南
>

在此页面上

登录

组织

编辑照片

共享

适用于: Adobe Photoshop Lightroom
了解如何从 Web 浏览器中通过 Lightroom 访问、编辑、组织和共享照片。

通过 Lightroom Web 版，您可以轻松访问、组织和共享照片。Lightroom Web 版还允许您对照片进行编辑，包括裁剪、调整和应用预设。

请访问 lightroom.adobe.com，单击在 Web 上试用，然后使用您的 Adobe ID 登录。

登录

登录到 Lightroom Web 版

1. 访问 https://lightroom.adobe.com。

单击窗口右上角的登录或单击在 Web 上试用。

2. 使用您的 Adobe ID 登录。

登录后，第一个打开的窗口为所有照片视图。此视图是基于时间轴的视图，按年月显示您的所有 Lightroom 云照片，包括不属于任何收藏夹的照
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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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

所有照片视图

收藏夹视图

网格视图

放大视图

所有照片视图

首次启动 Lightroom Web 版时，第一个打开的窗口为所有照片视图。此视图是基于时间轴的视图，显示您在 Lightroom for mobile、桌面版或 Web
版中创建的所有收藏夹中的所有照片。

A. 所有照片视图 B. 按时间轴排列的照片 C. 排序和查看选项 

所有照片视图中的查看选项 您可以指定查看选项，该选项控制照片在所有照片视图中的显示方式。单击位于所有照片视图右上角的 ( ) 图标。选择
一个可用的排序选项。

按拍摄时间排序 选择任一排序选项可基于拍摄时间对显示的照片重新排序。再次点按选项可在升序和降序之间切换。

收藏夹视图

收藏夹视图列出了您在 Lightroom 移动设备版、桌面版或 Web 版中创建的所有收藏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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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收藏夹视图 B. 创建收藏夹 C. 封面照片 D. 收藏夹标题 E. 编辑收藏夹 F. 将照片上载到收藏夹 G. 共享 

在“收藏夹”视图中，单击 ( ) 图标可查看编辑选项，并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单击“选择封面”。在显示的下一屏幕中，选择一张照片作为封面。注意：默认情况下，Lightroom 会挑选收藏夹网格中的第一张照片（也是日期
最早的照片）作为收藏夹的封面照片。您可以更改此选项，并指定自己选择的照片。

单击 ( ) 删除图标以删除此收藏夹。
更改收藏夹标题，然后单击  确认图标。或者，单击 ( ) 取消图标以取消所有更改。

网格视图（查看收藏夹中的所有照片）

当您要查看收藏夹中的照片时，可使用网格视图。在收藏夹视图中，单击某个收藏夹可打开网格视图。

A. 已存储的收藏夹 B. 更改收藏夹标题 C. 播放幻灯片 D. 网格视图中的照片 E. 查看选项 

更改收藏夹标题

单击位于网格视图中上位置的 ( ) 图标。
在显示的“收藏夹设置”对话框中，更新标题并单击“存储”。

播放幻灯片放映 单击 ( ) 播放图标，可以幻灯片放映形式播放收藏夹中的照片。

将照片添加到收藏夹

单击“+添加照片”按钮。
在显示的对话框中，选择要从硬盘驱动器位置添加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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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收藏夹中的照片

单击位于网格视图顶部中间位置的 ( ) 组织选项。
选择照片以开始。

从显示的上下文菜单中选择以下选项之一：

移去 从此同步的收藏夹中移去所选的照片。
删除 从所有同步的收藏夹中移去所选的照片，但是不从它们所属的桌面目录中移去。
复制到 将所选照片复制到现有收藏夹或新收藏夹。
移动到 将所选照片移动到现有收藏夹或新收藏夹。

网格视图中的过滤和排序选项

在“网格”视图中，可以将过滤器设置为仅显示特定类型的照片。此外，可以选择查看平面网格，还可以按拍摄时间或修改日期对网格中的照片进行分
组/分类。
单击位于网格视图右上方的 ( ) 图标。选择一个过滤器和一种排列顺序。

旗标状态

选择根据旗标状态（“无旗标”、“留用”或“排除”）查看照片。单击一种旗标状态。

按拍摄时间排序

选择这些排序选项之一可基于拍摄时间标准对显示的照片重新排序。再次点按选项可在升序和降序之间切换。

自定排序

根据在 Lightroom 桌面版中指定的自定排列顺序对照片进行排序。

放大视图（准备编辑照片）

在网格视图中单击照片时，可显示放大视图。每次仅可显示一张照片。在放大视图中，您可以单击“编辑”按钮以进入编辑模式，在该模式中您可以应
用调整和预设，还可以使用裁剪工具。

您对照片采取的大部分操作都在放大视图窗口中进行。除了修改照片，您还可以设置旗标、点赞、指定星级评级和添加评论。

编辑照片

设置旗标、点赞或指定星级评级

添加注释

下载照片

应用调整、裁剪和预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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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编辑照片 B. “活动和信息”面板 C. “活动”面板中的评论 D. 显示/隐藏面板 E. 照片评论 F. 为照片点赞 G. 星形评级 H. 设置旗标 

设置旗标、点赞或指定星级评级

在放大视图中，使用屏幕左下角的图标可执行这些操作。

添加注释

单击左下角的评论图标，或者单击屏幕右下角的图标以显示或隐藏“活动和信息”面板。

您可以在“活动”面板中编写和发表评论。有关此照片的任何现有评论也显示在此处。

下载照片

要下载照片，请选择照片，然后单击左下方面板上的下载图标。现在，您可以选择下载原始图像或最新版本。

原始格式

选择此选项可下载通过 Lightroom for mobile（iOS 或 Android）、Lightroom Web 版或 Lightroom CC 桌面应用程序上载到云的未编辑的原始格式照
片。

只有您可以下载原始图像。查看您所共享的照片的人无法下载原始图像。

最新版本

选择此项可下载 JPG 格式的最近编辑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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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载原始照片（未编辑）或最新版本的照片（已编辑）

应用调整、裁剪和预设

在放大视图中，单击位于左上角的“编辑”图标。在编辑模式中，您可以对目录图像执行大量编辑，它们将全部同步回连接的设备。

您可以在下列三种编辑选项中切换将应用于照片的选项

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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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白平衡、色温、曝光度和对比度等多种控件手动编辑照片。

1. 在收藏夹视图中，选择某个收藏夹，然后选择某张照片，以在放大视图中将其打开。

2. 单击位于左上角的编辑图标。

3. 可用的调整显示为右侧的下拉面板。

4. 要修改照片，请选择一个调整下拉面板，然后拖动滑块以修改调整的值。

5. 单击“存储”。

裁剪

使用各种工具裁剪、旋转、修齐和翻转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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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裁剪照片，请拖动裁剪参考线的边缘和四角以更改裁剪形状和大小。

此外，您还可以对照片执行以下操作：

旋转 90 度：将照片沿顺时针方向旋转 90 度。
翻转：沿垂直或水平轴翻转照片。

修齐：拖动滑块可将照片旋转一定的角度。

预设

查看可以应用于照片的不同预设效果的缩览图。选择一个预设可将该效果应用于照片并单击“存储”。

共享

您可以使用 Lightroom Web 画廊将您的 Lightroom 图像共享为画廊，也可以使用 Adobe Portfolio 发布联机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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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收藏夹视图中，从左侧面板选择一个收藏夹，然后单击位于中上位置面板上的共享图标 ( )。

注意:

或者，选择左上角面板中的所有照片，以查看所有上载的照片，然后单击共享图标。您还可以从网格视图访问共享图标。如果共享图标高亮显

示，则表明已经共享该收藏夹。要撤销 Web 收藏夹的共享，请选择“私有”。

2. 选择您要共享的照片数量，然后单击位于窗口右上角的共享照片按钮。

选择您要共享的照片

3. 现在，您可以选择将选定的照片共享为 Lightroom Web 画廊，或将照片发送到 Adobe Portfolio。

共享为 Lightroom Web 画廊
发送到 Adobe Portfolio

共享为 Lightroom Web 画廊

Lightroom Web 画廊允许您在 Facebook、Twitter 和 Google+ 等社交媒体平台上或者通过电子邮件将照片共享为画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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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您可以将 Lightroom Web 画廊的查看选项设置为常规或幻灯片放映。

2. 常规

标题 为您共享的照片添加题注。如果您没有输入标题，则日期会成为默认标题。

封面照片 为您共享的照片设置特色图像。您可以从选定要共享的照片中选择封面照片，它会显示为您所共享的照片的标题图形。

允许下载 允许查看您所共享的照片的人员下载照片。

显示元数据 允许人员查看有关照片的一组标准化信息，包括作者姓名、分辨率、色彩空间、版权以及对其应用的关键字。

显示位置 允许个人查看照片位置。

幻灯片放映

主题 设置幻灯片放映的照片显示设计有两种主题可供选择：“单页”和“自适应”“单页”一次在屏幕上显示一张照片。“自适应”一次在屏幕上显示两
张或多张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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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度 设置幻灯片放映照片的速度。选择“快”、“中”、“慢”。

循环 选择此项可反复播放幻灯片放映。

3. 单击“存储”。

4. 通过单击两张照片之间的 ( ) 图标可在您共享的照片中添加分段符，通过单击“添加文本”( ) 可对每个部分添加描述。

5. 通过单击位于中上位置的面板上的相应图标，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共享您的照片收藏夹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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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这种方式，您可以共享已使用照片和文本创作且布局合理的故事。

注意:

您可以通过单击“共享设置”( ) 来编辑“标题”、“封面照片”和“选项”。
通过单击 ( ) 来播放幻灯片放映，并通过单击右上角面板上的 ( ) 将照片添加到“共享”。
创建“共享”后，左侧面板会显示最近共享的照片。
创建“共享”后，只需单击照片即可对其进行编辑。
要从“共享”中移去照片，请选择该照片，然后单击“移去”。

发送到 Adobe Portfolio

允许您通过将照片发送到 Adobe Portfolio 来创建您自己的联机组合。

1. 当您选择“发送到 Adobe Portfolio”时，可以添加：

项目标题 允许您向新项目添加题注。

同时在 Behance 上显示 此选项允许您在 Behance 上共享项目。

共享成人内容 当您共享的照片包含成人内容时，请选择此项。

2. 单击“继续”。

3. 单击“完成您的组合”。然后会将您重定向到 Adobe Portfolio。使用您的 Adobe ID 登录以发布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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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Lightroom for Apple TV 应用程序

注意:

了解如何在 Apple TV（第 4 代）上下载和设置 Lightroom for Apple TV 应用程序。设置此应用程序后，您即可
在电视屏幕上查看所有 Lightroom 照片和收藏夹。

Lightroom for Apple TV 应用程序与在 tvOS 9.0 或更高版本上运行的 Apple TV 第 4 代兼容。

要在 Apple TV（第 4 代）上设置 Lightroom for Apple TV 应用程序，您可以执行以下步骤，以便从 App Store
中获取该应用程序并使用您的 Adobe ID 登录。 

1. 在 Apple TV（第 4 代）上转至 App Store 。搜索“Lightroom”并下载 Lightroom for
Apple TV 应用程序。

从 App Store 中下载 Lightroom for Apple TV

2. 打开 Lightroom for Apple TV 应用程序并导航至“登录”屏幕。

此屏幕上会显示一个授权代码。在您完成其余步骤之前，将一直停留在此屏幕上。

显示在电视上的 6 位代码

3. 在计算机或移动设备的 Web 浏览器上访问 lightroom.adobe.com/tv。

4. 使用您的 Adobe ID 登录。

5. 登录后，在您的 Web 浏览器中输入显示在电视上的 6 位授权代码，然后单击/点按“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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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您的 Web 浏览器中输入 6 位代码

6. 如果授权成功，Lightroom for Apple TV 会在电视上自动显示您的同步收藏夹。

显示在电视上的 Lightroom 收藏夹

现在，您可以使用 Lightroom for Apple TV 应用程序：在电视上查看 Lightroom 同步照片和
收藏夹，并播放照片的幻灯片。

要了解更多信息，请参阅在电视上查看 Lightroom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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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shop 移动应用程序系列

Adobe Photoshop Fix

使用 Adobe Photoshop Fix，可将
Adobe Photoshop 桌面软件的强大
功能与移动设备的便利性相结合，

从而在您的 iPhone 或 iPad 上提供
富有创意且易于使用的照片修饰体

验。可对照片执行修复、平滑、液

化、加亮，以及其他编辑和调整操作，以获得满足您

需要的精确效果。更重要的是，Fix 中与 Adobe
Creative Cloud 连接的工作流程可以开启无限创意可
能。

下载：iTunes

Adobe Photoshop Fix 常见问题解答

Photoshop Fix 入门

Adobe Photoshop Mix

使用 Adobe Photoshop Mix，可将
Adobe Photoshop 软件的强大功能
与移动设备的便利性相结合，从而

在您的 iPhone、iPad 或 Android
手机上提供富有创意且易于使用的

照片编辑体验。您能够以非破坏性

的方式裁切图像、加以混合并完成编辑，这意味着您

的原始照片会保持不变。此外，Mix 中与 Creative
Cloud 连接的工作流程可以开启无限创意可能。

下载：iTunes | Google Play

Adobe Photoshop Mix 常见问题解答

Photoshop Mix 入门

Adobe Preview CC

Adobe Preview CC 是 Photoshop
的 iOS 伴侣应用程序，支持您在
Photoshop 中编辑设计时实时进行
预览。通过使用 Preview CC，您可
以确保设计严格按照您希望的样式

在实际设备上显示。Preview CC 可
以加快设计过程，并减少在不同大小屏幕上执行测试

所需的时间。

如果您的文档有多个画板，“设备预览”会将画板的大小
和位置与连接设备的大小匹配，以尝试显示正确的画

板。

下载：iTunes

Adobe Preview CC 常见问题解答

Photoshop 帮助 | 设备预览

Adobe Lightroom Mobile

使用 Adobe Lightroom 可创作精美的
图像。Lightroom Mobile 受 Adobe
Photoshop 的强大技术支持，让您能
够从智能手机或平板电脑中制作和共

享专业品质的图像。当您准备进一步

处理照片时，可以通过我们 Adobe
Creative Cloud Photography 计划的试用版跨移动设
备、桌面和 Web 查看、整理、编辑和共享照片。您的
所有照片都存放在一处位置。

下载：iTunes | Google Play

Adobe Lightroom Mobile 常见问题解答

Lightroom Mobile 入门

Adobe Photoshop Sketch

Adobe Photoshop Sketch 将灵感、
富有表现力的绘图和创意社区汇集

在一处位置，供您从 iPhone 或
iPad 进行访问。您可将构思转变为
素描，并共享到 Behance 上以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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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时反馈。无论您位于何处，都可

以通过素描来自由寻找灵感、发掘构思，并从值得信

任的同行那里获得反馈。

下载：iTunes

Adobe Photoshop Sketch 常见问题解答

Photoshop Sketch 入门

另请参阅：

Photoshop 和设计
所有 Adobe 移动应用程序的下载 U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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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入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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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相机或读卡器导入照片

当您将照片导入到 Lightroom 时，照片本身与目录中照片的记录之间就形成了一个链接。从相机或读卡器导入照
片时，Lightroom 会将照片复制到硬盘并在目录中添加照片的链接。

导入照片时，在导入窗口的工作区域依次是从左至右。首先，在窗口的左侧，确定要导入的文件（源文件）。接

着，在窗口的中间区域，选择将文件导入到目录中的方式（如果是从相机或读卡器中导入，则是执行复制操

作）。最后，在窗口的右侧，指定要存储文件的位置（目标位置文件夹）和所导入文件的其他选项。

Lightroom 导入窗口

A. 预览区域 B. “源”面板 C. 切换最小导入 D. “选项”和“目标位置”面板 

重要：如果是第一次导入，请您在开始导入之前先想清楚要如何组织您的照片以及打算将这些照片存储在哪

里。提前规划有助于尽量减少以后在目录中移动照片的需要并且避免找不到照片的可能性。

1. 将相机或相机读卡器连接到计算机。

如果需要，请参阅相机的说明文档，了解如何将相机与计算机相连。

要让 Lightroom 在您插入相机或读卡器时自动启动，请选择“Lightroom”>“首选项”(Mac OS) 或“编辑”>“首选
项”(Windows)。通常，在“导入选项”下找到并选择“检测到存储卡时显示导入对话框”。

2. 启动 Lightroom 并打开导入窗口。

在 Lightroom 中，单击“图库”模块中的“导入”按钮，或者选择“文件”>“导入照片和视频”以打开导入窗口。

3. 将 Lightroom 指向相机或读卡器。

在导入窗口的左侧，使用“源”面板可导航到含有要导入照片的设备或存储卡：单击“从”或“选择源”可查找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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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制

复制为 DNG

注意:

所有照片

新照片

注意:

选中的相机将作为导入源

如果从连接的相机存储卡中导入照片，选中“导入后弹出”可以在 Lightroom 完成照片的导入后自动断开与存储
卡的连接。

4. 预览和选择照片。

在导入窗口的中心区域，单击以下选项之一：

将照片文件（包括任何附属文件）复制到所选文件夹。

将照片复制到您选择的文件夹，并将所有的相机原始文件转换为数字负片 (DNG) 格式。

从相机或相机存储卡中导入照片时，无法使用“添加”和“移动”导入方法。

然后，选择您要导入的照片。使用预览区域周围的选项可以帮助您做出选择。

显示选定源位置的所有照片。

在选定的源位置，显示自从您上次由这个位置导入到 Lightroom 以来的新照片并忽略可能重复的照片。

在“网格”视图中，与其他照片相比，可能重复的照片其颜色更暗，而且无法对其进行选择。

“网格”视图图标 ( ) 和“放大”视图图标 ( ) 可以在预览区域的“网格”视图和“放大”视图之间切换。

“全选”和“取消全选”分别表示选中和取消选中预览区域中的所有照片。

“排序”允许您按照拍摄时间、选定的状态、文件名或媒体类型（照片和视频）进行排序。

此外，您还可以使用标准的按键命令，以便在“网格”视图中选择多张照片：按住 Shift 键并单击，可以选择连续
的照片，或者按住 Ctrl 键并单击 (Windows) 或按住 Command 键并单击 (Mac OS)，可以选择多张不连续的照
片。在选择了照片后，即，照片的边框呈现浅灰色，单击任一选定的照片边框中的复选框，可以选中所有这些照

片。Lightroom 将导入所有选中的照片。

Lightroom 支持长或宽高达 65,000 像素、大小高达 5.12 亿像素的照片。有关支持的文件格式的完整列
表，请参阅支持的文件格式。

5. 告知 Lightroom 用来存储照片的位置。

在导入窗口的右侧，单击“至”，指定您希望存储照片副本的位置。您可以在硬盘、所连接的外部驱动器，或网络
驱动器上选择位置。

此外，您还可以在导入窗口的右侧打开“目标位置”面板，进而在您选择的位置中创建一个子文件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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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入“目标位置”面板

在“网格”视图中，位于预览区域上方的“目标文件夹”选项可以显示您选择用来存储照片的文件夹路径或文件夹。

6. 指定文件处理和其他导入选项。

使用位于导入窗口右侧的“文件处理”、“文件重命名”和“在导入时应用”面板，可以自定导入照片的方式。关于这些
面板中的所有导入选项的说明，请参阅指定导入选项。

7. 单击“导入”。

导入照片时，Lightroom 会在窗口左上角显示一个进度栏，然后，它会在“图库”模块中显示缩览图。

另请参阅

从联机相机导入照片

从硬盘中的文件夹导入照片

设置导入首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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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硬盘中的文件夹导入照片

注意:

复制为 DNG

复制

移动

在将照片导入 Lightroom 时，照片本身与目录中照片的记录之间就形成了一个链接。

导入照片时，在导入窗口的工作区域依次是从左至右。首先，在窗口的左侧，确定要导入的文件（源文件）。然

后，在此窗口的中间选择要将照片导入到目录的方式（添加、移动或复制）。最后，在窗口的右侧，指定要存储

文件的位置（“目标位置”文件夹）和所导入文件的其他选项。

重要：如果是第一次导入，请您在导入之前先想清楚要如何组织您的照片以及打算将这些照片存储在哪里。

提前规划有助于尽量减少以后在目录中移动照片的需要并且避免找不到照片的可能性。

1. 执行下列操作之一可打开导入窗口：

单击“图库”模块左下角的“导入”按钮。

从主菜单中选择“文件”>“导入照片和视频”。

在资源管理器 (Windows) 或 Finder (Mac OS) 中，将文件夹或单个文件拖动到网格视
图中，然后跳过步骤 2。

Lightroom 导入窗口

A. 预览区域 B. “源”面板 C. 切换最小导入 D. “选项”和“目标位置”面板 

2. 在导入窗口的左上角，单击“选择源”或“来源”，或使用导入窗口左侧的“源”面板，以导航至
要导入的文件。

连接的网络显示在“源”面板中。要添加网络位置，请单击“来源”或“选择源”，选择“其
它源”并导航到网络文件夹。在 Windows 上，单击“源”面板名称右侧的加号按钮，并选择“添
加网络卷”。

3. 在导入窗口的顶部中央位置，指定要将照片添加到目录的方式：

将照片复制到您选择的文件夹，并将所有的相机原始文件转换为数字负片

(DNG) 格式。

将照片文件（包括任何附属文件）复制到所选文件夹。

将照片文件（包括任何附属文件）移到所选文件夹。文件将会从其当前位置移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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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

所有照片

新照片

目标文件夹

至子文件夹

组织

日期格式

将照片文件保留在其当前位置。

4. 从导入窗口中央的预览区域选择要导入的照片。缩览图左上角的复选标记表示已选择该照片
进行导入。

要过滤预览中的照片，请选择以下任意选项：

移去所有过滤器。

排除可能重复的照片和先前导入的照片。

（仅当将照片复制或移动到目录时可用）按照目标文件夹对照片进行

分组。

选择“目标位置”文件夹（位于预览区域上方）以查看按照它们所存储的文件夹整理的照
片。“目标位置”面板（右）显示将以斜体添加的文件夹，以及将在该位置存储的照片数量。

单击工具栏上的“放大视图”按钮 ，可放大单个照片。

单击工具栏上的“全选”或“取消全选”，可全局选择或取消选择文件夹中的所有照片。
单击工具栏上的“排序”弹出菜单，可按“拍摄时间”、“选中状态”、“文件名”或“媒体类
型”（图像或视频文件）对照片进行排序。
拖动“缩览图”滑块可调整网格中的缩览图大小。
单击预览左上角的框，可选择或取消选择特定的照片。或者，按住 Alt 键的同时单击
(Windows) 或按住 Option 键的同时单击 (Mac OS) 缩览图上的任意位置，可选择或取
消选择照片。

5. 如果要通过移动或复制照片来导入照片，请指定要放置照片的位置：在窗口的右上角中单
击“至”，并为照片选择一个位置。或者，单击“目标位置”面板中的位置并指定其他选项：

将导入的照片复制或移动到新文件夹。在文本字段中键入新文件夹的名称。

可以下列三种方式之一组织新子文件夹中的照片：保留源文件夹的原有文件夹层级、

按日期创建子文件夹，或将所有照片放入一个文件夹中。

选择日期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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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位置”面板

“目标位置”面板中斜体格式的文件夹名称指示将在您导入时创建的新文件夹。仔细检
查“目标位置”面板有助于确保将照片正确地导入预期的位置。

6. 使用窗口右侧的面板来指定所导入文件的其它选项。请参阅指定导入选项。

7. 单击“导入”。

另请参阅

从相机或读卡器导入照片

支持的文件格式

设置导入首选项

可视化教程 - 向 Lightroom CC 中导入照片

视频教程 - 向您的计算机传输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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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Photoshop Elements 导入照片

转到页首

注意:

将照片从 Photoshop Elements 自动导入 Lightroom
从其它 Lightroom 目录导入照片

将照片从 Photoshop Elements 自动导入 Lightroom

如果您拥有 Lightroom（可能是作为 Creative Cloud 摄影计划的一部分），那么只需一次单击，就可以将您所有
的照片快速从 Elements 转移到 Lightroom。在 Lightroom 中，选择文件 > 升级 Photoshop Elements 目录。来
自 Elements 目录的信息，其中包括照片星级、人物标记和其他数据在内，均保留在 Lightroom 中。

通过 Creative Cloud 摄影计划，您可以将自己的数字摄影提升到下一级别。Creative Cloud 摄影计划允许
您访问包括 Lightroom 和 Photoshop 在内的所有基本摄影工具，它们可让您快速创建难以置信的专家级品质的
数字图像。参阅有关 Creative Cloud 摄影计划的详细信息。

导入 Photoshop Elements 目录

1. 如果您还没有 Lightroom，请在您的计算机上下载并安装
2. 在图库模块中，选择文件 > 升级 Photoshop Elements 目录。

将您的照片从 Elements 转移至 Lightroom

3. 升级 Photoshop Elements 目录对话框即会出现，其中显示最近打开的 Elements 目录的名
称。在此对话框中执行以下一项或多项任务：

如果需要，请从 Photoshop Elements 目录弹出菜单中选择其他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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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更改新 Lightroom 目录的目标位置，请单击更改并导航到其他不同的文件夹。

“更新 Photoshop Elements 目录”对话框

4. 单击升级，可将 Elements 目录导入新的 Lightroom 目录。Lightroom 会显示一个表明操作
状态的进度条。

进度条：Lightroom 目录创建

重要注意事项

您在 Elements 中创建的任何相册当前均以收藏夹的形式呈现在 Lightroom 中。
使用 Elements 管理器中的“事件”功能添加的信息将不会
显示在 Lightroom 中。您可以为那些在 Elements 管理器中识别的事件创建标记，这些标记
信息将会导入 Lightroom。
在 Windows 操作系统上，Lightroom 可以导入来自 Photoshop Elements 6 至 Elements 13
中的照片；在 Mac OS 上，Lightroom 可以导入来自 Photoshop Elements 9 至 13 中的照
片。

从其它 Lightroom 目录导入照片

将照片从其它 Lightroom 目录导入到当前目录时，可以指定相应选项来处理新照片和已显示在当前目录中的照
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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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将新照片添加到目录而不移动

将新照片复制到新位置并导入

不导入新照片

来自 Lightroom 早期版本（包括公共测试版）的目录必须在 Lightroom 中打开并更新，才能导入到其他目
录。请参阅升级来自 Lightroom 早期版本的目录。

1. 选择“文件”>“从另一个目录导入”。

2. 导航到要导入的目录，然后单击“打开”(Windows) 或“选择”(Mac OS)。

3. 指定要导入的照片：

在“目录内容”下，确保选定了包含要导入照片的文件夹。

要选择或取消选择各张照片，请单击“显示预览”，然后单击任何预览图像左上角的框。
此外，还可以选择“全选”或“取消全选”。

4. 在“新照片”区域，从“文件处理”菜单中选择一个选项：

将照片导入到其当前位置。

将照片导入到新位置。单击“选择”并指定文件夹。

只导入当前目录中已经存在的照片。如果照片的原文件名、EXIF 拍摄日期
和时间以及文件大小均相同，Lightroom 会确定此照片是重复照片（已经存在于目录中）。

5. 在“已更改的现有照片”区域中，执行以下任一操作：

替换元数据、“修改照片”设置和负片文件，以便覆盖当前目录中的所有设置。如果选择
此选项，则可以选择“将旧设置保留为虚拟副本”选项来保留备份。您还可以选中“仅替换
非 RAW 文件”选项来避免替换原始负片文件。如果对原始负片文件的更改仅影响元数
据，则选择此选项有助于节省时间。

仅替换元数据和“修改照片”设置，以使负片文件（源照片）保持不变。如果选择此选
项，则可以选择“将旧设置保留为虚拟副本”选项来保留备份。

不执行任何替换，仅导入新照片。

如果当前目录中的照片缺失，但可以在导入目录中找到，请指明是否要为这些文件更新

元数据和“修改照片”设置。选中“将旧设置保留为虚拟副本”选项可保留备份。如果当前
目录中缺失的照片显示在导入的目录中，请指定是否复制缺失的文件，以及复制的目标

位置。

6. 单击“导入”。

另请参阅

从 iPhoto 导入照片 (Mac 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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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

命名

目标位置

信息

注意:

将选定的 Canon、Nikon 或 Leica 数码相机连接到计算机时，可以将照片直接导入到 Lightroom 目录中。您可以绕过相机的拍摄软件并从相机卡导
入。

1. 将支持的相机连接到您的计算机并打开 Lightroom。

有关可联机到 Lightroom 的相机列表，请参阅 Lightroom 中的联机相机支持。

2. 选择“文件”>“联机拍摄”>“开始联机拍摄”。

3. 在“联机拍摄设置”对话框中，指定要导入照片的方式：

阶段是用于存储拍摄的照片的文件夹名称。选择“按拍摄分类照片”可在阶段内创建子文件夹。单击“确定”之后，可以命名子
文件夹。

选择照片的文件命名约定。阶段名称 - 序列使用在“阶段”中输入的名称。对于使用数字序列编号的任何命名约定，指定“起始
编号”。请参阅命名选项和文件名模板编辑器和文本模板编辑器。

为阶段文件夹选择位置。

如果需要，将元数据和关键字添加到导入的照片中。请参阅在导入时将元数据和关键字应用于照片。

4. 单击“确定”以开始照片拍摄阶段。

5. 使用漂浮的联机拍摄栏导入照片。

在漂浮栏的中央查看联机相机的快门速度、光圈、ISO 和白平衡。
单击快门释放按钮（大圆圈）以拍摄照片。或者，按相机的快门释放按钮。

也可以从“修改照片设置”弹出菜单中选择要应用于导入的预设。请参阅在导入时将修改照片设置应用于照片。
单击漂浮栏右下角的“设置”按钮，以编辑拍摄设置。
如果要按拍摄分类照片，请按 Ctrl+Shift+T (Windows) 或 Command+Shift+T (Mac OS) 来创建新拍摄。
默认情况下，Lightroom 在预览区域中选择和显示最近拍摄的照片。如果不希望 Lightroom 自动选择最近拍摄的照片，请选
择“文件”>“联机拍摄”并取消选择“自动前进选择”。
关闭漂浮的联机拍摄栏或选择“文件”>“联机拍摄”>“停止联机拍摄”以结束当前阶段。
按 Ctrl+T (Windows) 或 Command+T (Mac OS) 组合键，可以显示/隐藏漂浮的联机拍摄栏。

 

如果在联机拍摄时遇到问题，请参阅有关 Lightroom 中联机拍摄的疑难解答。

Adobe 还建议
从相机或读卡器导入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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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导入选项

转到页首

注意:

转到页首

转到页首

最少

嵌入与附属文件

导入期间备份照片

在导入时忽略重复文件

指定初始预览

导入时重命名照片

导入照片时将修改照片设置应用于照片

导入照片时将元数据和关键字应用于照片

命名选项

使用预设导入

使用更少选项导入照片

在选择要导入的照片后（请参阅从硬盘中的文件夹导入照片或从相机或读卡器导入照片），请使用导入窗口右侧
的“文件处理”、“文件重命名”和“在导入期间应用”面板，以便为要放入 Lightroom 目录的照片指定选项。

导入期间备份照片

如果要将照片复制或移动到目录中，可以创建原始照片文件的一次性副本或备份。在导入窗口右侧的“文件处
理”面板中，选择“在以下位置创建副本”，然后指定位置。

仍需要定期备份您的照片和目录。有关备份 Lightroom 的更多详细信息，请参阅备份目录。

在导入时忽略重复文件

如果某张照片与目录中的另一文件具有相同的原始文件名、相同的 EXIF 拍摄日期和时间，以及相同的文件大
小，Lightroom 会确定二者重复。您可以指示 Lightroom 在导入时忽略重复的文件。

在导入窗口右侧的“文件处理”面板中，选择“不导入可能重复的照片”。

指定初始预览

导入照片时，Lightroom 可立即显示照片的嵌入式预览，也可以如程序对照片的渲染一样显示更高品质的预览。
嵌入式预览是由相机创建的，未经过色彩处理，因此嵌入式预览与 Lightroom 解析 Camera Raw 文件的方式不
匹配。Lightroom 渲染的预览需要更长时间才能生成，但经过色彩处理。

在导入窗口右侧的“文件处理”面板中，从“构建预览”菜单中选择一个选项：

立即用照片中嵌入的最小预览显示图像。Lightroom 会在需要时渲染标准大小的预览。

显示可从相机获得的最大预览。此选项可能比“最小”预览所用的时间长，但
仍比渲染标准大小的预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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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

1:1

转到页首

转到页首

转到页首

注意:

转到页首

自定名称 (x - y)

如 Lightroom 对预览的渲染一样显示相应预览。标准大小的预览使用 Adobe RGB 色
彩空间，是您在“适合”缩放级别的放大视图中看到的预览大小。在“目录设置”对话框中指
定“标准预览大小”。请参阅自定目录设置。

按实际像素的 100% 视图显示预览。

要为导入的照片创建智能预览，请选择“构建智能预览”。

智能预览允许您编辑未实际连接到计算机的图像。智能预览文件是一种轻量小型文件格式，
它基于有损 DNG 文件格式。请参阅智能预览以了解详细信息。

导入时重命名照片

在导入期间将照片复制或移动到目录时，可以指定命名文件的方式。

1. 在导入窗口右侧的“文件重命名”面板中，选择“重命名文件”。

2. 从模板弹出菜单中选择命名选项。有关选项的说明，请参阅命名选项。如果选择一个使用自
定名称的选项，请在“自定文本”字段中键入名称。

3. （可选）如果不希望自定编号序列从“1”开始，请在“起始编号”字段中输入一个值。

导入照片时将修改照片设置应用于照片

导入照片时，可以将任何“修改照片”设置预设应用于照片。将“修改照片”设置应用于创建了“修改照片”预设的相机
中的照片时，此特性尤其有用。

在导入窗口右侧的“在导入时应用”面板中，从“修改照片设置”菜单中选择一个设置。

导入照片时将元数据和关键字应用于照片

在导入窗口右侧的“在导入时应用”面板中，从“元数据”菜单选择以下任意选项：

如果要在导入时不将元数据应用于照片，请选择“无”。

要应用已存储为模板的一组元数据，请从该菜单中选择一个元数据预设。

要在导入时将一组新的元数据应用于照片，请选择“新建”，然后在“新建元数据预设”对话
框中输入信息。

向照片中添加元数据时，Lightroom 不会将数据应用于专用 Camera Raw 文件，而是
应用于其附属 XMP 文件。

要在导入时向照片添加关键字，请在“关键字”文本框中键入。请使用逗号分隔关键字。

命名选项

Lightroom 在导入、重命名和导出照片时使用相同的命名选项。

使用以下格式命名照片：自定名称，后跟与导入照片总数相关的序号。例如，1 - 10、2 -
10、3 - 10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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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定名称 - 原始文件编号

自定名称 - 序列编号

自定名称

日期 - 文件名

文件名 - 序列编号

文件名

拍摄名称 - 原始文件编号

拍摄名称 - 序列编号

阶段名称 - 序列编号

编辑

转到页首

转到页首

使用以下格式命名照片：自定名称，后跟照片原始文件名的数字部分。

使用以下格式命名照片：自定名称，后跟以指定编号开头的序号。

使用您指定的名称命名照片。

使用以下格式命名照片：创建（拍摄）日期，后跟照片完整的原始文件名。

使用以下格式命名照片：照片的原始文件名，后跟以指定编号开头的序号。

使用照片的原始文件名命名照片。

（导入）使用以下格式命名导入的照片：拍摄名称，后跟照片原始文件名的数字部
分。

（导入）使用以下格式命名导入的照片：拍摄名称，后跟以指定编号开头的序号。

（联机拍摄导入）使用以下格式命名照片：阶段名称，后跟以指定编号开头的序号。

使用您在“文件名模板编辑器”中设置的选项命名照片。请参阅文件名模板编辑器和文本模板编辑器。

使用预设导入

如果经常重复使用某些导入选项配置，则可以将它们存储为预设，以便加快导入过程。

要创建导入预设，请指定导入选项，然后在导入窗口的底部选择“导入预设”>“将当前设置存
储为新预设”。
要应用导入预设，请从导入窗口底部的“导入预设”菜单将其选中，然后单击“导入”。
要删除、更新或重命名某一导入预设，请在“导入预设”菜单中将其选中，然后在“导入预
设”菜单中选择相应的命令。

使用更少选项导入照片

可以使用可快速访问主要导入选项（包括预设）的简化导入窗口来导入照片文件夹。最小导入窗口不显示缩览图
预览。

1. 单击导入窗口左下角的“显示更少选项”按钮 。

2. 单击窗口左侧的“选择源”，选择要导入的照片的路径。

3. 在导入窗口的中间，指定要将照片“复制为 DNG”还是“复制”、“移动”或“添加”到目录中。

4. 单击窗口右侧的“至”，然后指定目标位置。

5. （可选）应用元数据预设，添加关键字以及目标子文件夹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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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到存储卡时显示导入对话框

在导入期间选择“当前/上次导入”收藏夹

命名文件夹时忽略相机生成的文件夹名

将 Raw 文件旁的 JPEG 文件视为单独的照片

导入 DNG 创建

读取元数据

文件名生成

可以在“首选项”对话框的“常规”和“文件处理”面板中设置导入首选项。您还可以在“自动导入设置”对话框中更改某
些首选项（请参阅指定自动导入设置）。最后，您可以在“目录设置”对话框中指定导入预览（请参阅 自定义目录
设置).

1. 从 Lightroom 主菜单中，选择“编辑”>“首选项”(Windows) 或“Lightroom”>“首选项”(Mac
OS)。

2. 在“常规”首选项中，指定以下导入选项：

允许在将相机或存储卡读取器连接到计算机后自动打开导

入对话框。

在导入过程完成后，打开收藏夹中已完成的导入

项。

告诉 Lightroom 不使用您的相机创建的文件夹名。

适用于在相机上拍摄 Raw + JPEG 照片的摄
影师。选择此选项可将 JPEG 作为独立的照片导入。如果选择此选项，Raw 文件和 JPEG
文件都可见，且都可以在 Lightroom 中编辑。如果取消选择此选项，Lightroom 会将重复的
JPEG 视为附属文件，显示的 Raw 文件带有 Raw 文件扩展名 +jpg。

3. 在“文件处理”面板中，指定下列选项：

选择文件扩展名的类型（大写或小写），Camera Raw 版本兼容性以及导
入的 DNG 文件的 JPEG 预览大小。有关 DNG 文件和 DNG 创建选项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将照片转换为 DNG。

选择此选项可将关键字之间的句点 (.) 或正斜线 (/) 识别为指示关键字层级。

指定所导入照片的文件名中哪些字符和空格为非法，并确定如何替换它们。

Adobe 还建议
支持的文件格式

指定导入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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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名模板编辑器和文本模板编辑器

转到页首

打开文件名模板编辑器并选择预设

打开文本模板编辑器并选择预设

创建并存储文件名和文本模板预设

重命名文件名和文本模板预设

删除文件名和文本模板预设

使用“文件名模板编辑器”和“文本模板编辑器”，可以指定用于各种用途的文本字符串。借助“文件名模板编辑器”，可以使用文本字符串在导入或导出文
件时命名文件。借助“文本模板编辑器”，可以使用文本字符串向幻灯片放映中的照片添加题注、向打印照片添加叠加文本以及向 Web 画廊页添加标题
和其它文本。

标签是由您设置的相应选项替换的文本字符串。在“文件名模板编辑器”和“文本模板编辑器”中，标签指定了替换文本字符串的内容数据。使用标签时，
可以利用已经存在于照片文件中的数据，从而省却您手动键入内容数据。

“文件名模板编辑器”和“文本模板编辑器”包含以下元素：

预设

选择、存储、删除或重命名预设。

图像名称

使用文件名或文件夹名指定文本字符串选项。

编号

指定三种类型的编号：导入 - 各导入操作的序号；图像 - 已导入到目录中的每张照片的序号；序列 - 序列中每张照片的编号，每次导入时可以选择一个
新的“起始编号”。（导出照片时，此元素在“文件名模板编辑器”中不可用）。在“目录设置”对话框“文件处理”选项卡中，指定起始“导入”和“图像”编号。
请参阅更改目录设置。

其它

使用创建（拍摄）日期和时间或可交换图像格式 (Exif) 数据指定文本字符串选项。（只有导入或自动导入照片时，“文件名模板编辑器”中才有此元
素。）

序列编号和日期

使用序列编号和创建（拍摄）日期及时间指定文本字符串选项。（只有导出照片时，“文件名模板编辑器”中才有此元素。）

元数据

使用 IPTC 或 Exif 元数据指定文本字符串选项。（只有导出照片时，“文件名模板编辑器”中才有此元素。）

EXIF 数据

使用 Exif 数据指定文本字符串选项。（只有创建幻灯片放映、打印照片或创建 Web 照片画廊时，“文本模板编辑器”中才有此元素。）

IPTC 数据

使用 IPTC 元数据指定文本字符串选项。（只有创建幻灯片放映、打印照片或创建 Web 照片画廊时，“文本模板编辑器”中才有此元素。）

自定

使用您自己为文本字符串指定的选项。

打开文件名模板编辑器并选择预设

1. 执行以下任一操作，打开“文件名模板编辑器”：

通过复制或移动文件导入照片时，在导入窗口右侧的“文件重命名”面板中，从“模板”菜单选择“编辑”。请参阅导入时重命名照
片。

选择“文件”>“自动导入”>“自动导入设置”，然后从“自动导入设置”对话框的“文件命名”菜单中选择“编辑”。请参阅指定自动导入
设置。

选择“文件”>“导出”，然后从“导出”对话框“文件命名”区域的“模板”菜单中选择“编辑”。

选择“图库”>“重命名照片”，然后从“重命名”对话框“文件命名”区域的“模板”菜单中选择“编辑”。

2. 从“预设”菜单中选择预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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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文本模板编辑器并选择预设

1. 执行以下任一操作，打开“文本模板编辑器”：

在幻灯片放映模块中，向幻灯片布局添加文本。确保在工作区域中选定该文本，然后从工具栏的“自定文本”菜单中选择“编
辑”。请参阅向幻灯片添加文本和元数据。

在打印模块的“页面”面板中，选择“照片信息”，然后从“自定设置”的弹出菜单中选择“编辑”。请参阅打印文件名、题注和其它信
息（“单个图像/照片小样”布局）。

在 Web 模块的“图像信息”面板中，选择“标题”或“题注”，然后从“标题”或“题注”弹出菜单中选择“编辑”。请参阅将标题、说明和
联系信息添加到 Web 照片画廊。

2. 从“预设”菜单中选择预设。

创建并存储文件名和文本模板预设

1. 在“文件名模板编辑器”对话框或“文本模板编辑器”对话框中，选择一个选项，然后单击“插入”，根据需要插入多个类别。该操作会
创建文本字符串。

例如，从“图像名称”菜单中选择“文件名”，然后单击“插入”。系统会在“预设”菜单正下方的“示例”窗口中添加一个标签。您可以根据
需要添加任意多个标签。

2. 要更改一个标签，请将指针移至“示例”窗口中显示的该标签上。单击三角形显示更多选项，然后从弹出菜单中选择一个选项。
3. 要删除标签，请在该窗口中选择一个或多个标签，然后按 Delete 键。

如果不想将标签设置存储为预设，而要立即使用，请跳过下一步并单击“完成”。

4. （可选）要存储设置以供再次使用，请从“预设”菜单中选择“将当前设置存储为新预设”。在“新建预设”对话框的“预设名称”字段中
键入名称，然后单击“创建”。

重命名文件名和文本模板预设

1. 在“文件名模板编辑器”或“文本模板编辑器”中，从“预设”菜单中选择预设。
2. 从“预设”菜单中选择“重命名预设”。

删除文件名和文本模板预设

1. 在“文件名模板编辑器”或“文本模板编辑器”中，从“预设”菜单中选择预设。
2. 从“预设”菜单中选择“删除预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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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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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预览

转到页首

转到页首

转到页首

导入.

导出。

包含的内容

关于智能预览

视频教程：智能预览

智能预览的优点

创建智能预览

使用智能预览

删除智能预览

关于智能预览

通过将照片导入到目录中，您可以在目录和实际文件之间建立关联。照片可以位于内部或外部驱动器中。在

Lightroom 早期版本中，您可以编辑连接到 Lightroom 的驱动器中包含的图像。

Lightroom 中的智能预览允许您编辑未实际连接到计算机的图像。智能预览文件是一种轻量小型文件格式，它基
于有损 DNG 文件格式。

智能预览的优点

智能预览比原始照片小得多。您可以选择在具有较大存储容量的外部设备（如 NAS 设备或
外部光盘）上保存原始文件，以便在具有较小容量的设备（如 SSD 驱动器）上释放磁盘空
间。例如，使用高端 DSLR 相机拍摄的 500 个原始图像可能会占用 14 GB 磁盘空间。相同
图像的智能预览文件仅占用 400 MB 的磁盘空间。
甚至在包含原始照片的设备断开连接时，也可以继续使用智能预览文件。可以像原始文件一

样进行所有编辑。

在设备重新连接到您的计算机时，将立即自动与原始文件之间同步对智能预览文件所做的任

何编辑。

在创建后，智能预览文件始终保持最新状态。在连接存储设备后，您对原始文件所做的任何

编辑也会立即应用于智能预览。

创建智能预览

可以通过几种方法生成智能预览文件：

在将新图像导入到目录时，选择“构建智能预览”（“导入”对话框 >“文件处理”部分）。将为导入到目录中的
所有图像创建智能预览。

在将一组照片导出为目录时，您可以选择构建智能预览并将其包含在导出的目录中。单击“文件”>“导出为
目录”，然后选中“构建/包括智能预览”复选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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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

注意:

转到页首

<b>原始照片</b> - 您查看的是原始图像。该文件的智
能预览不存在。

<b>智能预览</b> - 您查看的是智能预览。Lightroom
无法检测包含原始文件的设备。

<b>原始照片 + 智能预览</b> - 您查看的是原始文件。
相应的智能预览存在。

当在网格视图 (G) 中选择多个图像时显示的状态图
标：<br/><b>A. </b>没有智能预览的原始照
片<br/><b>B. </b>有智能预览的原始照片<br/><b>C.
</b>仅限智能预览（与原始照片断开连
接）<br/><b>D. </b>原始文件丢失（显示常规预
览）<br/>

转到页首

您可以根据需要创建智能预览文件。选择要创建智能预览的文件，然后单击“图库”>“预览”>“构建智能预
览”。

智能预览存储在 <目录名称> Smart Previews.lrdata 文件中，它位于和目录同名的文件夹中。

使用智能预览

您可以根据直方图下方显示的信息确定照片的智能预览状态：

删除智能预览

执行以下任一操作：

在“图库”或修改照片模块中，对于具有智能预览的照片，单击直方图下方的“原始照片 + 智能
预览”状态，然后单击“放弃的预览”。
在“图库”或“修改照片”模块中，单击“图库”>“预览”>“放弃智能预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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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库模块：基本工作流程

 

可以在“图库”模块中查看、排序、管理、组织、比较目录中的照片并设置照片星级。将照片导入 Lightroom 后，“图库”模块是处理照片的第一站。

可在“图库”模块的中心区域以下列四种视图显示照片：

网格视图 在单元格中以缩览图方式显示照片，可查看紧凑和扩展两种大小。网格视图可提供整个目录或特定的一组照片的概览，以便进行旋转、排
序、组织和管理操作。可使用多个选项查看单元格中照片的相关信息，包括照片星级、色标和“留用”或“排除”旗标。如果拍摄了一系列类似的照片，可
以将这些照片整齐地组成一个堆叠，只显示效果最佳照片的缩览图。请参阅在目录中查找照片和将照片组成堆叠。

放大视图 将显示单张照片。可使用各种控件来查看整张照片或放大查看照片的局部。缩放级别最大为 11:1。在网格视图或筛选视图中，双击某张照片
即可在放大视图中显示该照片。

比较视图 并排显示照片，以便仔细观察。

筛选视图 显示现用照片和选定的照片，以便于仔细观察。现用照片带有白色边框。单击其它缩览图可更改现用照片，单击缩览图右下角的 X  可在
筛选视图中取消选择一张照片。

“图库”模块中含有用于在不同视图间切换的按钮和命令。请参阅在网格视图、放大视图、比较视图和筛选视图之间切换。此外，也可以在副窗口中显
示“图库”模块中的各个视图；如果您有副显示器，可以在副显示器上查看该副窗口。请参阅在副显示器中显示图库。

“图库”模块左侧的面板主要用于显示特定照片。可使用这些面板浏览并管理含有您的照片的文件夹、查看照片收藏夹以及调整照片在放大视图中的缩放
级别。请参阅查看文件夹内容和照片收藏夹。

可使用网格视图上方的“图库过滤器”栏，通过选择元数据类别，按旗标、星级和色标过滤，以及执行文本搜索来查找照片。在需要查找特定图像、将一
组照片组合成幻灯片放映或 Web 照片画廊或将照片打印到照片小样时，搜索和查找照片的功能很重要。请参阅使用图库过滤器栏查找照片。

“图库”模块右侧的面板可用于查看现用照片的直方图，查看并向照片中添加元数据和关键字标记。“快速修改照片”面板用于快速调整照片色调。“图
库”模块的“快速修改照片”面板中的色调调整与“修改照片”模块中的色调调整功能相同。但是，“修改照片”模块中含有更多用于调整和校正图像的精确控
件。请参阅使用直方图调整图像、查看和编辑元数据和使用“快速修改照片”面板。

预览区域下方的工具栏所含的各个控件可用于排序、设置星级、旋转照片、播放即席幻灯片放映或查看照片的相关信息，视视图而定。请参阅显示图
库模块工具栏中的控件。

与 Lightroom 中的所有其它模块一样，“图库”模块会沿着软件窗口下方显示胶片显示窗格。应用过滤器，使胶片显示窗格中仅显示部分照片，这一操作
将决定网格视图中显示哪些照片。请参阅在胶片显示窗格和网格视图中筛选照片。

更多帮助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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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修改照片”模块中编辑照片

通过 Lightroom 中的“修改照片”模块，可以调整照片的颜色和色调等级、裁剪照片、去除红眼，并进行其他校正。在 Lightroom 中所做的所有调整都是
非破坏性的。不管原始文件是 Camera Raw 文件还是渲染的文件（如 JPEG 或 TIFF），非破坏性编辑都不会改变原始文件。编辑操作存储在
Lightroom 中，其形式为应用于内存中照片的一组指令。非破坏性编辑意味着可以在不降低原始图像数据质量的情况下浏览和创建照片的不同版本。

通过“修改照片”模块左侧的面板，可以选择照片、在编辑的不同阶段选择和预览这些照片，并应用全局预设。“修改照片”模块的中央提供一个查看和工
作区域。工作区域下方的工具提供各种功能，从在修改前和修改后视图之间切换到开启软打样，无所不能。右侧的面板提供用于调整照片的工具和控
件。请参阅“修改照片”模块工具。

修改照片模块

A. “预设”、“快照”、“历史记录”和“收藏夹”面板 B. 工具栏 C. 直方图 D. 照片信息 E. 智能预览状态 F. 工具条 G. 调整面板 

因为编辑内容以说明的形式存储在 Lightoom 中，所以您不需要按传统方式存储它们。在打印或导出照片时，相关调整也会包括在内。只有为了让更改
可供 Adobe Bridge 或 Camera Raw 使用时，才需要存储更改。请参阅将 Lightroom 元数据与 Camera Raw 和 Adobe Bridge 同步。

您可以在 Lightroom 中编辑 Camera Raw、DNG、JPEG、TIFF、PSD 和 PNG 文件。对照片进行调整是一个主观过程，每个人的标准不尽相同。以
下步骤可指导您在“修改照片”模块中编辑照片。

1. 选择要编辑的照片。

在“图库”模块中选择一张照片，然后按 D 切换到“修改照片”模块。在“修改照片”模块中，要切换到其它照片，请从“收藏夹”面板或胶片显示窗格中进行
选择。

2. 仔细观察照片。

使用“导航器”面板上的缩放控件来检查照片，然后在查看区域使用“手形”工具重新定位照片。在将鼠标指针移动到查看区域中的照片上方时，请注意在
直方图下方会显示 RGB 值。可将“直方图”面板用作色调测量的直观指示，并用其来预览阴影和高光剪切。您甚至可以在直方图界面上拖动，以便调整
照片色调。请参阅使用直方图调整图像。

3. 进行全局颜色调整。

在“修改照片”模块中，用于对照片进行全局调整的面板位于窗口右侧。可以按任意顺序进行“修改照片”模块调整，但是通常使用这些面板的方法是从顶
部开始，然后向下进行使用。首先，以“基本”面板为例，在该面板中可以调整照片白平衡、色调等级和颜色饱和度，包括清晰度和鲜艳度。如果需要，
您可以在色调曲线和 HSL/颜色/黑白面板中优化全局颜色和色调调整。您可以使用“分离色调”面板创建特效或为黑白照片上色。请参阅处理图像颜色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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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调。

使用“基本”面板进行全局更改，例如白平衡调整和色调校正。

4. 减少杂色并应用锐化。

使用“细节”面板来减少杂色并调整照片的锐化程度。使用“镜头校正”面板来校正由相机镜头导致的透视扭曲。请参阅锐化和减少杂色以及校正镜头扭曲
并调整透视。

使用工具栏上的“修改前/修改后”按钮来查看编辑结果，也可仅通过按 \ 在各个修改前与修改后视图之间切换。使用“历史记录”面板可返回之前的任
一编辑结果。单击“快照”面板上的加号 (+)，可捕获任一编辑状态，以后需要时可返回该状态。

使用“细节”面板来增加锐化并减少杂色。

5. 修饰和消除瑕疵。

可随时使用“裁剪叠加”、“红眼校正”和“污点去除”工具来裁剪和矫正照片并去除红眼、细小瑕疵和污点。要应用裁剪后暗角和胶片颗粒效果，请使用“效
果”面板中的选项。请参阅调整裁剪和旋转、使用污点去除工具和暗角和颗粒效果。

“修改照片”模块工具条中的工具包括（从左到右）：裁剪叠加（已显示）、污点去除、红眼校正、渐变滤镜和调整画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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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应用局部调整。

使用“调整画笔”工具或“渐变滤镜”工具对照片的特定区域进行颜色校正。请参阅应用局部调整。

7. 将调整应用于其它照片。

可以将对某张照片的编辑操作应用于多张其它照片。例如，可将一组编辑操作应用于来自某个特定拍摄场景并需要应用相同全局调整的所有照片。可
以复制和粘贴编辑操作，也可以同步编辑操作。复制或同步校正操作时，可在 Lightroom 中选择要应用于其它照片的特定编辑操作。此外，也可以使
用“图库”的网格视图中的“喷涂工具”，将某张照片的“修改照片”设置应用于其它照片。请参阅将修改照片调整应用于其他照片。

8. 软打样图像。

如果您的图像最终将被打印，则建议您使用“软打样”面板预览一下颜色的观感。

如果您对自己的编辑感到满意，请选中工具栏中的“软打样”框，将“直方图”面板替换为“软打样”面板。使用直方图上方角落的色域警告图标，查看哪些
颜色超出了显示器的色域范围，以及哪些颜色超出了选定打印条件的色域范围。

使用“配置文件”和“方法”菜单以预览不同的颜色管理打印条件。请参阅软打样图像。

通过“修改照片”模块中的“软打样”面板，可以在屏幕上模拟颜色将如何在打印中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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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obe 支持 >
Adobe Photoshop Lightroom
> 从 Lightroom 导出照片

从 Lightroom 导出照片
搜索

Adobe Photoshop Lightroom 用户指南
>

适用于: Adobe Photoshop Lightroom

在 Lightroom 中，不要使用传统的方式存储照片，而是导出照片。您可以采用各种文件格式导出照片以适应多项用途。

例如，您可以：

将照片导出为 JPEG 格式以便在线共享，也可以将照片导出为 TIFF 格式以供打印发布。
导出到计算机上的文件夹中，或者导出到连接或联网的驱动器中，例如闪存驱动器。

导出后将这些照片刻录到磁盘上，以便在 CD 或 DVD 上共享。

导出照片时，新建的文件中会包含通过“修改照片”模块进行的调整以及对照片的 XMP 元数据进行的其他更改。导出照片时，可以选择照片的文件名、
色彩空间、像素尺寸和分辨率。还可以将导出设置另存为预设以便重复使用。

此外，您可以使用“发布服务”面板直接将 JPEG 照片从 Lightroom 导出并上载到照片共享网站。您还可以从“画册”模块中将若干布局上载到
Blurb.com。请参阅使用发布服务在线发布照片和创建摄影集。

要从 Lightroom 将照片导出到计算机、硬盘或闪存驱动器，请执行以下基本步骤：

1. 选择要导出的照片。

从网格视图或胶片显示窗格中选择照片。请参阅在网格视图和胶片显示窗格中选择照片。

2. 打开“导出”对话框。

选择“文件”>“导出”，或在“图库”模块中单击“导出”按钮。接下来，在“导出”对话框顶端的弹出菜单中选择“导出到”>“硬盘”。

“导出”对话框的顶端会指明将要导出的照片数量。扩展面板提供了一些选项可用来重命名文件、选择文件格式，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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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导出到闪存驱动器，选择“导出到”>“硬盘”，在“导出位置”面板中，选择“导出到”>“特定文件夹”。然后，单击“选择”并导航到闪存驱动器。

3. （可选）选择导出预设。

Lightroom 包含了若干预设，可以更加方便地将照片以特定的文件格式导出到磁盘。例如，“适用于电子邮件”预设会生成 72 dpi 的 JPEG 图像，并自
动从 Lightroom 发送电子邮件。如果需要，可以从“导出”对话框的左侧选择一个预设并跳到第 6 步。请参阅使用预设导出照片。

4. 指定导出选项。

在各个“导出”对话框面板中，可以指定目标文件夹、命名约定和其他选项。

例如，使用“文件设置”面板可以为导出的照片选择格式 — JPEG、PDF、TIFF、DNG 或原始格式，并且可以选择色彩空间。请参阅文件设置。

在“调整图像大小”面板中，指定如何确定图像的大小 — 尺寸和分辨率。请参阅调整图像大小。

有关其他面板中设置的信息，请参阅将文件导出到磁盘或 CD。

“导出”对话框中的“文件设置”和“调整图像大小”面板

5. （可选）存储导出设置。

若要存储您的导出设置以便重复使用，请单击位于“导出”对话框左侧“预设”面板底部的“添加”。请参阅将导出设置另存为预设。

6. 单击“导出”。

Video tutorial: Export and save your photos as JPEGs

Video tutorial: Export and save your photos as JPEGs
Adobe TV

更多此类内容

视频教程：导出照片并为其添加水印

视频教程：导出目录

导出预设以及其他设置

在线发布照片

  Creative Commons 条款未涉及 Twitter 和 Facebook 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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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obe Photoshop Lightr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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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问题并获得专家解答。

立即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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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即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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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Photoshop 或 Photoshop Elements 中编辑 Lightroom 照片

1. 设置或检查您的外部编辑器。
2. 选择要编辑的照片。
3. 在 Photoshop 或 Photoshop Elements 中编辑。
4. 返回到 Lightroom。

Lightroom 允许您在 Adobe Photoshop、Adobe Photoshop Elements 或其他照片编辑应用程序中打开或编辑您
的照片。如果计算机上安装了 Photoshop 或 Photoshop Elements 应用程序，Lightroom 则会自动将此应用程序
作为外部编辑器。您也可以在 Lightroom 首选项中指定外部编辑器。

在 Photoshop CS3 或更高版本中直接打开 Lightroom 的照片时，有几个选项可供选择。您可以在其当前格式下
编辑照片，也可以作为智能对象打开照片。此外，也可以在 Photoshop 中将一系列照片合并为全景图、合并为
HDR 或将两张或多张照片作为单图层图像打开。在 Photoshop 中将编辑操作存储到某张照片时，Lightroom 会
自动将存储后的新照片导入目录。

要从 Lightroom 中使用 Photoshop 或 Photoshop Elements 编辑照片，您的计算机上必须安装了其中任一种应
用程序。然后按照以下步骤执行操作：

1. 设置或检查您的外部编辑器。

1. 在 Lightroom 中，选择“编辑”>“首选项”(Windows) 或“Lightroom”>“首选项”(Mac OS)。
2. 单击“外部编辑”选项卡。

如果您的计算机上安装了 Photoshop 或 Photoshop Elements，则它会显示为指定的外部编
辑器。

3. 如果需要，可在“其他外部编辑器”下方单击“选择”，导航并选择一个程序或应用程序。

请参阅外部编辑首选项，了解有关此对话框中选项的更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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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编辑”首选项窗口允许您将 Photoshop、Photoshop Elements 或其他编辑应用程序指定为外部编辑器。

2. 选择要编辑的照片。

在 Lightroom“图库”或“修改照片”模块中，选择一张或多张照片，并选择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照片”>“在应用程序中编辑”>“在 Adobe Photoshop [版本号] 中编辑”
“照片”>“在应用程序中编辑”>“在 Adobe Photoshop Elements [版本号] 中编辑”

选择“照片”>“在应用程序中编辑”，然后选择您要使用的外部编辑器。

请参阅在 Photoshop 中作为智能对象打开照片、在 Photoshop 中将照片合并为全景图、在 Photoshop 中将
照片合并为 HDR 和在 Photoshop 中作为图层打开照片，了解有关这些命令的更多信息。

如果要在 Photoshop CS3 或更高版本中打开相机 Raw 文件，Photoshop 可直接打开这些照片。

而打开 TIFF、JPEG 或 PSD 文件时，需选择是打开已应用 Lightroom 调整的照片副本还是打开原始照片的副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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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选择您希望以何种方式在 Photoshop 中打开 TIFF、JPEG 或 PSD 文件。

请参阅在 Photoshop 中打开照片，或在 Photoshop Elements 中打开照片。

3. 在 Photoshop 或 Photoshop Elements 中编辑。

Lightroom 可在 Photoshop 或 Photoshop Elements 中打开您的照片。

在该应用程序中执行您需要的编辑，并在准备就绪时，选择“文件”>“存储”。

4. 返回到 Lightroom。

切换到 Lightroom。在“图库”的网格视图中，原始照片旁边将显示该照片的新版本。新照片中包含您在
Photoshop 或 Photoshop Elements 中对其进行的编辑。而原始照片将保持不变。

从 Photoshop 或 Photoshop Elements 存储时，请确保启用了“最大兼容”选项，以便 Lightroom 可以读取
图像。Photoshop CS3 及更高版本会自动以最大兼容性存储来自 Lightroom 的 PSD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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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Lightroom 中创建 Web 画廊

HTML 画廊

Flash 画廊

通过 Web 模块，可以创建 Web 照片画廊，它实际上是一种展示您的摄影作品的网站。在 Web 画廊中，缩览图版本的图像链接到位于同一页面或其
他页面的大版本照片。

在 Lightroom 中，Web 模块左侧的面板包括模板列表及模板页面布局预览。中心窗格是图像显示区域，图像发生变化时会自动更新。借助中心窗格，
您还可以在画廊的页面之间进行导航。右侧面板上所含的控件可用于指定照片在模板布局中的显示方式、修改模板、向网页中添加文本、在浏览器中
预览 Web 画廊，以及指定将画廊上载到 Web 服务器的设置。请参阅 Web 模块面板和工具。

Web 模块

A. Web 画廊类型 B. 模板浏览器 C. 预览按钮 D. 导航按钮 E. 用于自定布局和指定输出选项的面板 

Lightroom 可以创建以下两种类型的 Web 画廊：

生成显示缩览图的网页，其中的缩览图可链接到显示大版本照片的页面。Airtight 画廊即为 HTML 画廊。

生成的网站具有不同的视图：一排缩览图（显示大版本照片）以及可导航的幻灯片放映。可使用 Adobe Flash® Player 在浏览器中查看这
些画廊。

要在 Lightroom 中创建 Web 画廊，请按照以下基本步骤执行：

1. 选择要包含在画廊中的照片。

在“图库”模块中的网格视图或胶片显示窗格中选择图像。请参阅从网格视图和胶片显示窗格中选择照片。

在“图库”模块中，您还可以使用“文件夹”或“收藏夹”面板来选择包含照片的文件夹或收藏夹，以供在 Web 画廊中使用。

2. 排列照片顺序。

切换到 Web 模块。选定的照片将显示在胶片显示窗格和 Web 模块中心的工作区域中。

如果您的原始照片位于不包含任何子文件夹的收藏夹或文件夹中，请在胶片显示窗格中拖动照片以重新排列它们，以便使其按照您所希望的顺序在画
廊中显示。请参阅重新排列 Web 画廊照片顺序。

在 Web 模块中，可以单击工具栏上的“使用”弹出菜单，并选择“所有胶片显示窗格中的照片”、“选定的照片”或“留用的照片”，可以在胶片显示窗格
中过滤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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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为画廊选择模板。

在 Web 模块的左侧，将鼠标指针移到“模板浏览器”中的模板名上方，将会在“模板浏览器”上方的“预览”面板中显示该模板的预览。单击一个模板名称，
为 画廊选择该模板。请参阅选择 Web 画廊模板。

4. 输入网站信息。

在模块右侧的“网站信息”面板中，为您的网站键入标题（网站标题），并为您的画廊键入标题（收藏夹标题）和说明（收藏夹说明）。此外，也可以输
入电子邮件地址，以便画廊的访问者可通过单击您的姓名向您发送电子邮件。请参阅将标题、说明和联系信息添加到 Web 照片画廊。

在“网站信息”面板中为您的画廊提供标题和说明。

5. （可选）自定画廊的外观和布局。

在模块右侧的“调色板”面板中，单击元素旁边的颜色框，以便为其选择新的颜色。请参阅为画廊元素选择颜色。

在“外观”窗格中，可通过以下方式修改画廊布局：设置“网格页面”和“图像页面”选项（针对 HTML 画廊），或者从布局菜单中选择某个选项并为大图像
和缩览图图像选择大小（针对 Flash 画廊）。请参阅指定 Lightroom HTML 画廊外观和指定 Lightroom Flash 画廊外观。

使用 Web 模块右侧的“外观”及其他面板，以便自定 Web 画廊的外观和感觉。

6. 为图像添加标题和题注。

在“图像信息”面板中，选择将作为各照片标题和题注而显示的元数据。如果不希望在照片下方显示文本，则不要选中“标题”或“题注”框。请参阅在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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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witter™ 与 Facebook 中的内容不在 Creative Commons 的条款约束之下。

法律声明   |   在线隐私策略

照片画廊中显示照片标题和题注。

7. （可选）添加版权水印。

通过在“输出设置”面板中选择水印，显示 Web 画廊照片上的版权水印。请参阅在 Web 照片画廊中显示版权水印。

在 Web 模块输出设置面板中，您可以选择在画廊的照片中加入水印。

8. 指定输出设置。

在“输出设置”面板中，指定放大的照片视图的品质，以及指定是否应用输出锐化。

9. 在浏览器中预览 Web 画廊。

在 Web 模块的左下角，单击“在浏览器中预览”。Lightroom 将在默认浏览器中打开 Web 画廊预览。请参阅预览 Web 照片画廊。

10. 导出或上载 Web 照片画廊。

画廊完成后，可以将文件导出到特定位置，也可以将画廊上载到 Web 服务器。在“上载设置”面板中，从“FTP 服务器”菜单中选择“Web 服务器”，或者
选择“编辑设置”以便在“配置 FTP 文件传输”对话框中指定设置。如果需要，请咨询 ISP 以获取 FTP 设置的帮助信息。请参阅预览、导出和上载 Web
照片画廊。

11. （可选）将布局另存为自定模板或 Web 收藏夹。

如果要重新使用 Web 画廊设置（包括布局和上载选项），请将这些设置另存为自定 Web 模板。也可将设置另存为输出收藏夹，保留照片收藏夹的一
组特定 Web 模块选项。请参阅创建自定 Web 画廊模板和将 Web 设置存储为 Web 收藏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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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Lightroom 打印照片

在打印模块中，可以指定在打印机上打印照片和照片小样时使用的页面布局和打印选项。

左侧面板包括模板列表及模板页面布局预览。“打印”模块中间的区域显示选定模板中的照片。右侧面板所含的各个控件可用于指定照片在布局中的显示
方式、修改模板、向打印的页面中添加文本，以及选择打印色彩管理、分辨率和锐化所用的设置。请参阅“打印”模块面板和工具。

打印模块

A. 模板浏览器和“收藏夹”面板 B. “显示上一页”和“显示下一页”按钮 C. 页码 D. 用于指定布局和输出选项的面板 

要从 Lightroom 打印照片，请按照以下基本步骤执行：

1. 选择要打印的照片。

在“图库”模块中，使用网格视图或胶片显示窗格来选择要打印的照片。请参阅从网格视图和胶片显示窗格中选择照片。

您还可以使用“文件夹”或“收藏夹”面板来选择包含照片的文件夹或收藏夹。

2. 选择页面大小。

切换到打印模块，并单击模块左下角的“页面设置”按钮。 请执行以下任一操作来选择页面大小：

(Windows) 在“打印首选项”或“打印设置”对话框的“纸张”区域，从“大小”菜单中选择页面大小。然后单击“确定”。

(Mac OS) 在“页面设置”对话框中，从“格式”菜单中选择打印机，然后从“纸张尺寸”菜单中选择页面大小。然后单击“确定”。

重要：将“缩放”设置保留为 100%，并在 Lightroom 中进行大小调整。

3. 选择一个模板。

模板为您的照片打印提供基本布局。Lightroom 包括三种类型的打印模板：

Lightroom 打印模板可缩放照片以适合您选择的纸张大小。

在“打印”模块的左侧，将指针移至模板浏览器中的模板名称上方；这会在模板浏览器上方的“预览”面板中显示模板的预览。单击某模板名称以将其选
中，用于要打印的照片。请参阅关于打印模板和选择打印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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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通过“单个图像/照片小样”模板，您可以在一个页面上以相同大小打印一张或多张照片。
2. 通过“图片包”模板，您可以在一个页面上以多种不同的大小打印一张照片。
3. 通过“自定图片包”模板，您可以在一个或多个页面上以不同的大小打印多张照片。

在选择模板后，请检查位于模块右侧顶部的“布局样式”面板，以明确它是“单个图像/照片小样”、“图片包”还是“自定图片包”模板。

4. 从布局中添加或删除照片。

根据您选择的模板类型，您可能需要从布局中添加、更改或删除照片。

对于“单个图像/照片小样”模板和“图片包”模板，请在胶片显示窗格中选择一张或多张照片，可将它们添加到预览区域中的图像单元
格。在胶片显示窗格中取消选择照片，可从模板中删除它们。

对于“自定图片包”模板，请将缩览图从胶片显示窗格拖动到预览区域中的图像单元格。

5. （可选）自定模板。

对于“单个图像/照片小样”布局，请使用“图像设置”和“布局”面板中的控件来修改模板。例如，缩放照片以填满单元格、添加描边边框以及调整边距和单
元格大小。此外，也可以在预览区域中拖动参考线，来调整单元格大小。

对于“图片包”和“自定图片包”模板，可以在预览区域中自由拖动单元格，并且可以在“图像设置”面板中指定选项。使用“标尺、网格和参考线”面板可以调
整工作区域的显示。使用“单元格”面板可以向布局中添加新单元格或页面。

请参阅指定照片填充图像单元格的方式、指定标尺和参考线、修改页边距和单元格大小（“单个图像/照片小样”布局）和在“图片包”和“自定图片包”布局
中打印边框和描边。

6. （可选）添加文本和其它额外内容。

在“页面”面板中，指定是否打印背景色、身份标识和版权水印。请参阅打印叠加文本和图形。

7. 指定输出设置。

在“打印作业”面板中，执行以下任一操作：

指定打印分辨率或保留默认设置 (240 ppi)。请参阅设置打印分辨率。

为照片指定色彩管理的处理方式。从“配置文件”和“渲染方法”弹出菜单中进行选择。请参阅设置打印色彩管理。

选择是否使用“草稿模式打印”。请参阅以草稿模式打印。

在 Mac OS 10.5 或更高版本中，选择“16 位输出”可打印到一台 16 位颜色打印机。

选择是否锐化照片。如果选择“打印锐化”，请使用弹出菜单来选择要应用的锐化程度，以及您希望对“亚光纸”还是“高光纸”进行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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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化。请参阅锐化照片以备打印。

要获得更接近屏幕颜色亮度和饱和度的颜色，请选择“打印调整”，并拖动“亮度”和“对比度”滑块。

无法在屏幕上预览打印调整。在确定最适合照片和打印机的“亮度”和“对比度”设置的过程中，可能需要进行一些实验。

8. 检查打印机设置。

依次单击打印机（位于右下角）和打印设置（位于左下角），以检查您的设备选项是否已根据您的需要进行了配置。

如果您希望通过 Lightroom 来管理颜色，请关闭打印机设置中的一切颜色管理。

9. 单击“打印”。

10. （可选）将布局存储为自定模板或打印收藏夹。

如果要重新使用该设置（包括布局和叠加选项），请将该设置另存为自定打印模板。也可将设置另存为打印收藏夹，保留照片收藏夹的一组特定“打
印”模块选项。请参阅使用自定打印模板和将打印设置另存为打印收藏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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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Lightroom 中创建幻灯片放映

创建幻灯片的大部分工作都是在幻灯片放映模块中完成的，在该模块中，您可以选择布局模板、选择换片，并设置回放选项。

在幻灯片放映模块中，左侧面板包含模板的列表及其布局的预览。工作区中心的“幻灯片编辑器”视图在选定的幻灯片模板中显示照片。“幻灯片编辑
器”下方的工具栏所含的各种控件可用于播放幻灯片放映预览、精简选定照片以及向幻灯片添加文本。右侧面板包含用于修改模板、向幻灯片布局添加
文本和选择回放设置的控件。请参阅幻灯片放映模块面板和工具。

幻灯片放映模块

A. “幻灯片编辑器”视图 B. 模板预览 C. 幻灯片放映模板和收藏夹 D. 回放控件 E. “旋转”和“添加文本”工具 F. 用于设置布局和回放选项的面板 

您还可以通过选择“窗口”>“即席幻灯片放映”，在任何模块中播放“即席”幻灯片放映。即席幻灯片放映使用“幻灯片放映”模块中的当前模板和设置。
在“图库”模块中播放即席幻灯片放映，可以很方便地以全屏大小快速查看文件夹中的图像，并使用键盘快捷方式评价、旋转或删除照片。

要在 Lightroom 中创建幻灯片放映，请执行以下基本步骤：

1. 选择要在幻灯片放映中包含的照片。

在“图库”模块的网格视图或胶片显示窗格中选择照片。或使用“文件夹”或“收藏夹”面板选择整个文件夹的照片或一个收藏夹的照片，以用于幻灯片放
映。请参阅从网格视图和胶片显示窗格中选择照片。

2. 排列幻灯片顺序。

切换到幻灯片模块。如果您的原始照片位于不包含任何子文件夹的收藏夹或文件夹中，请在胶片显示窗格中拖动照片，以按照您希望的顺序重新排列
它们。请参阅重新排列幻灯片顺序。

或者，让 Lightroom 来选择幻灯片播放的顺序：在幻灯片放映模块右侧的“回放”面板中，选择“随机顺序”。请参阅随机排列幻灯片顺序。

3. 为幻灯片放映选择模板。

模板为您的幻灯片提供基本布局。

在幻灯片放映模块的左侧，将鼠标指针移到“模板浏览器”中的模板名上方，将会在“模板浏览器”上方的“预览”面板中显示该模板的预览。单击模板名称
可将该模板选作幻灯片放映所用模板。请参阅选择幻灯片放映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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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可选）自定模板。

通过修改选项、布局、叠加、背景和标题面板中的选项，自定您的幻灯片放映。例如，添加投影，指定是否显示身份标识或题注，以及指定背景的颜
色或图像。请参阅向幻灯片添加叠加和设置幻灯片背景。

使用选项、布局、叠加、背景和标题面板来自定幻灯片放映。

5. 设置回放选项。

使用“回放”面板中的选项，设置幻灯片持续时间和换片选项。还可以指定引言幻灯片和结束幻灯片，并选择要随幻灯片放映一起提供的音乐播放列表。
请参阅设置幻灯片和换片持续时间以及随幻灯片放映一起播放音乐。

使用“回放”面板添加音乐和间隙幻灯片。

6. 预览或播放幻灯片放映。

单击“幻灯片放映”模块右下角的“预览”按钮，以在“幻灯片放映编辑器”视图中查看幻灯片放映播放情况。单击“播放”按钮，在全屏模式下播放幻灯片放
映。使用工具栏中的按钮暂停、停止或快进幻灯片。请参阅预览幻灯片放映和播放幻灯片放映。

7. （可选）导出幻灯片放映。

要共享您的幻灯片放映，请将其存储为具有换片效果和音乐的可播放 MP4 视频。或者，将其存储为其他人可打开的静态 PDF 文档。单击幻灯片放映
模块左下角的“导出视频”或“导出 PDF”按钮。请参阅导出幻灯片放映以获取有关视频和 PDF 选项的信息。

8. （可选）将布局存储为自定模板或幻灯片放映收藏夹。

将幻灯片放映布局存储为自定模板，以便重新使用。或者，将幻灯片放映设置存储为幻灯片放映收藏夹。通过幻灯片放映收藏夹，可以方便地返回到
照片收藏夹的一组特定幻灯片放映选项。请参阅创建自定幻灯片放映模板和将幻灯片放映设置存储为幻灯片放映收藏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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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相机或读卡器导入照片

当您将照片导入到 Lightroom 时，照片本身与目录中照片的记录之间就形成了一个链接。从相机或读卡器导入照
片时，Lightroom 会将照片复制到硬盘并在目录中添加照片的链接。

导入照片时，在导入窗口的工作区域依次是从左至右。首先，在窗口的左侧，确定要导入的文件（源文件）。接
着，在窗口的中间区域，选择将文件导入到目录中的方式（如果是从相机或读卡器中导入，则是执行复制操
作）。最后，在窗口的右侧，指定要存储文件的位置（目标位置文件夹）和所导入文件的其他选项。

Lightroom 导入窗口

A. 预览区域 B. “源”面板 C. 切换最小导入 D. “选项”和“目标位置”面板 

重要：如果是第一次导入，请您在开始导入之前先想清楚要如何组织您的照片以及打算将这些照片存储在哪
里。提前规划有助于尽量减少以后在目录中移动照片的需要并且避免找不到照片的可能性。

1. 将相机或相机读卡器连接到计算机。

如果需要，请参阅相机的说明文档，了解如何将相机与计算机相连。

要让 Lightroom 在您插入相机或读卡器时自动启动，请选择“Lightroom”>“首选项”(Mac OS) 或“编辑”>“首选
项”(Windows)。通常，在“导入选项”下找到并选择“检测到存储卡时显示导入对话框”。

2. 启动 Lightroom 并打开导入窗口。

在 Lightroom 中，单击“图库”模块中的“导入”按钮，或者选择“文件”>“导入照片和视频”以打开导入窗口。

3. 将 Lightroom 指向相机或读卡器。

在导入窗口的左侧，使用“源”面板可导航到含有要导入照片的设备或存储卡：单击“从”或“选择源”可查找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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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制

复制为 DNG

注意:

所有照片

新照片

注意:

选中的相机将作为导入源

如果从连接的相机存储卡中导入照片，选中“导入后弹出”可以在 Lightroom 完成照片的导入后自动断开与存储
卡的连接。

4. 预览和选择照片。

在导入窗口的中心区域，单击以下选项之一：

将照片文件（包括任何附属文件）复制到所选文件夹。

将照片复制到您选择的文件夹，并将所有的相机原始文件转换为数字负片 (DNG) 格式。

从相机或相机存储卡中导入照片时，无法使用“添加”和“移动”导入方法。

然后，选择您要导入的照片。使用预览区域周围的选项可以帮助您做出选择。

显示选定源位置的所有照片。

在选定的源位置，显示自从您上次由这个位置导入到 Lightroom 以来的新照片并忽略可能重复的照片。

在“网格”视图中，与其他照片相比，可能重复的照片其颜色更暗，而且无法对其进行选择。

“网格”视图图标 ( ) 和“放大”视图图标 ( ) 可以在预览区域的“网格”视图和“放大”视图之间切换。

“全选”和“取消全选”分别表示选中和取消选中预览区域中的所有照片。

“排序”允许您按照拍摄时间、选定的状态、文件名或媒体类型（照片和视频）进行排序。

此外，您还可以使用标准的按键命令，以便在“网格”视图中选择多张照片：按住 Shift 键并单击，可以选择连续
的照片，或者按住 Ctrl 键并单击 (Windows) 或按住 Command 键并单击 (Mac OS)，可以选择多张不连续的照
片。在选择了照片后，即，照片的边框呈现浅灰色，单击任一选定的照片边框中的复选框，可以选中所有这些照
片。Lightroom 将导入所有选中的照片。

Lightroom 支持长或宽高达 65,000 像素、大小高达 5.12 亿像素的照片。有关支持的文件格式的完整列
表，请参阅支持的文件格式。

5. 告知 Lightroom 用来存储照片的位置。

在导入窗口的右侧，单击“至”，指定您希望存储照片副本的位置。您可以在硬盘、所连接的外部驱动器，或网络
驱动器上选择位置。

此外，您还可以在导入窗口的右侧打开“目标位置”面板，进而在您选择的位置中创建一个子文件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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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入“目标位置”面板

在“网格”视图中，位于预览区域上方的“目标文件夹”选项可以显示您选择用来存储照片的文件夹路径或文件夹。

6. 指定文件处理和其他导入选项。

使用位于导入窗口右侧的“文件处理”、“文件重命名”和“在导入时应用”面板，可以自定导入照片的方式。关于这些
面板中的所有导入选项的说明，请参阅指定导入选项。

7. 单击“导入”。

导入照片时，Lightroom 会在窗口左上角显示一个进度栏，然后，它会在“图库”模块中显示缩览图。

另请参阅
从联机相机导入照片

从硬盘中的文件夹导入照片

设置导入首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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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区

此页面链接的部分内容可能仅以英文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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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区基础知识

转到页首

转到页首

Lightroom 应用程序界面
管理面板和屏幕视图

工具栏

Lightroom 应用程序界面
Lightroom 是一个供专业摄影师使用的完整工具箱，包含多个模块。每个模块都特别针对摄影工作流程中的某个特定环节：图库模块用于导入、组织、
比较和选择照片；修改照片模块用于调整颜色和色调或者对照片进行创造性的处理；而幻灯片放映模块、打印模块和 Web 模块则用于演示照片。

Lightroom 工作区中的各个模块都包含若干面板，其中含有用于处理照片的各种选项和控件。

 
网格视图下的 Lightroom 工作区 
A. 图库过滤器栏 B. 图像显示区域 C. 身份标识  D. 用于处理源照片的面板 E. 胶片显示窗格 F. 模块选取器 G. 用于处理元数据、关键字和调整图像的
面板 H. 工具栏 

胶片显示窗格位于各模块的工作区下方，可显示当前在图库模块中选定的文件夹、收藏夹、关键字集或元数据标准中所含内容的缩览图。各模块都使
用胶片显示窗格中的内容作为在该模块中执行的任务的源文件。要更改胶片显示窗格中的选定照片，请转到图库模块并选择其它照片。请参阅在胶片
显示窗格中查看照片。

要在 Lightroom 中处理照片，请先在图库模块中选择要处理的图像。然后在“模块选取器”（位于 Lightroom 窗口的右上角）中单击某个模块名称，开始
编辑、打印照片，或准备照片以便使用屏幕幻灯片放映或 Web 画廊进行演示。

按住 Ctrl+Alt/Command+Option，并按数字 1 至 5 中的任一数字可在五个模块间切换。

Lightroom 处理任务时，活动显示器会显示在身份标识的上面。

要取消进程，请单击进度条旁边的 X。

要切换和查看正在进行的其它进程，请单击进度条旁边的三角形

管理面板和屏幕视图

您可以通过只显示您需要的面板，或隐藏部分或所有面板来最大程度地显示您的照片来自定义 Lightroom 工作区。

打开或关闭面板
单击面板标题。要打开或关闭一组面板中的所有面板，请按住 Ctrl 键单击 (Windows) 或按住 Command 键单击 (Mac OS) 面板名
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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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隐藏和显示

自动隐藏

手动

同步相对的面板

注：

转到页首

一次打开或关闭一个面板
右键单击 (Windows) 或按住 Control 键单击 (Mac OS) 面板标题并选择“单独模式”，或按住 Alt 键单击 (Windows) 或按住 Option
键单击 (Mac OS) 面板标题。

单独模式独立应用于一组面板。不处于“单独模式”时，面板标题的三角形是实心的。

在一组面板中滚动
拖动滚动条或使用鼠标的滚动轮。

显示或隐藏面板组
要显示或隐藏单个面板组，请单击“显示/隐藏面板组”图标 。实心图标表示正在显示面板组。
要显示或隐藏两侧的面板组，选择“窗口”>“面板”>“切换两侧面板”，或按 Shift-Tab。
要隐藏所有面板，包括两侧面板、“胶片显示窗格”和“模块选取器”，选择“窗口”>“面板”>“切换全部面板”，或按 Shift-Tab。

设置面板组如何自动显示或隐藏
右键单击 (Windows) 或按住 Control 键单击 (Mac OS) 面板组的外部边缘（超出滚动条的区域），然后选择一个选项：

您将指针移到应用程序窗口的外部边缘时会显示面板。您将指针从面板移开时会隐藏面板。

您将指针从面板移开时会隐藏面板。您必须手动打开面板。

关闭自动显示/隐藏行为。

将相同的隐藏/显示面板行为应用到左侧和右侧面板或顶部和底部面板。

调整面板组的宽度
将指针移动到面板组内部边缘上，当指针变为双箭头时，拖动面板。

从组删除或恢复面板
如果您不常使用面板，您可以在视图中将其隐藏。

右键单击 (Windows) 或按住 Control 键单击 (Mac OS) 组中的任何面板标题，然后选择面板名称。

更改 Lightroom 屏幕模式
您可以更改屏幕显示以隐藏标题栏、标题栏和菜单、或标题栏、菜单和面板。

选择“窗口”>“屏幕模式”，然后选择一个选项。
处于“正常”、“带菜单栏的全屏模式”或“全屏”模式时，按 F 键可在这三种模式中切换。
按 Ctrl+Alt+F (Windows) 或 Command+Option+F (Mac OS) 以从“带菜单栏的全屏模式”或“全屏”模式切换到“正常”屏幕模式。
按 Shift+Ctrl+F (Windows) 或 Shift+Command+F (Mac OS) 以进入“全屏并隐藏面板”模式，这会隐藏标题栏、菜单和面板。
处于“全屏并隐藏面板”屏幕模式时，按 Shift-Tab，然后按 F 键可显示面板和菜单栏。

Mac OS 中的“全屏”模式和“全屏并隐藏面板”模式会隐藏 Dock。如果您启动 Lightroom，并且未看到该应用程序的“最小化”、“最大化”或“关闭”按
钮，按 F 键一次或两次，直到它们出现为止。

关闭面板的所有设置
您可以暂时关闭修改照片模块的面板中的所有设置，或胶片显示窗格中的过滤。

单击面板开/关图标 。

使 Lightroom 界面变暗或隐藏
使用“背景光”使 Lightroom 界面变暗或变黑，以使您的照片在屏幕上更醒目。

选择“窗口”>“背景光”，然后选择一个选项。您可以按 L 键以在三个选项之间切换。

通过指定变暗级别和屏幕颜色，自定“界面首选项”中的“背景光”。

工具栏

您可以在图库模块和修改照片模块中隐藏或自定义工具栏，以加入您所需的项目。

显示图库模块工具栏中的控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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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图模式

喷涂工具

排序

旗标

星级

色标

旋转

导航

幻灯片放映

缩览图大小

缩放

信息

比较

标签

根据图库模块中哪个视图处于活动状态，工具栏中可包含用于浏览照片、应用元数据、启动即席幻灯片放映、旋转照片和设置星级、旗标和色标的控
件。工具栏信息框会显示选定照片的文件名。

1. 要在工具栏中显示控件，请从工具栏弹出菜单中选择以下任一选项：

允许您选择“网格视图”、“放大视图”、“比较视图”或“筛选视图”。

（仅限于网格视图）允许您通过在各张照片上拖动“喷涂工具”快速应用关键字和其它属性。

（在“比较”视图中不可用）指定用于显示照片缩览图的排序方向或排序条件。

分配、移除和显示选定照片的“留用”或“排除”旗标。

分配、移除和显示选定照片的星级。

分配、移除和显示选定照片的色标。

顺时针或逆时针旋转选定照片。

选择上一个或下一个图像。

播放照片的即席幻灯片放映。

（仅限于网格视图）设置照片缩览图的大小。

（仅限于放大视图）放大或缩小视图。

显示选定照片的文件名。

（仅限比较视图）显示用于缩放、互换和选择比较照片的选项。

（仅限筛选视图）显示筛选视图标签。

2. （可选）在工具栏弹出菜单中选择选定项目，以从工具栏中移除控件。

显示或隐藏工具栏
选择“视图”>“显示/隐藏工具栏”，或按 T 键以切换开启或关闭工具栏。

更改工具栏图标
在工具栏的右侧，单击菜单  并选择或取消选择要在工具栏中显示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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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obe 支持 >
Adobe Photoshop Lightroom
> 设置在 Lightroom 中使用的首选项

设置在 Lightroom 中使用的首选项
搜索

Adobe Photoshop Lightroom 用户指南
>

在此页面上

打开“首选项”对话框
将首选项恢复为默认设置

将预设复位为原始设置

恢复您选择不显示的提示

更改界面字体大小或面板结尾标记

更改语言设置

适用于: Adobe Photoshop Lightroom

您可以设置首选项以更改 Lightroom 用户界面。

注意:

如果您重置了首选项，但没有记下当前目录的名称和位置，则在重新启动 Lightroom 时，您的目录可能会消失。在重置首选项之前，请参阅重置首选
项后恢复目录和图像，其中包含可避免产生这种混乱的步骤。

打开“首选项”对话框

在 Windows 上，选择“编辑”>“首选项”。
在 Mac OS 上，选择“Lightroom”>“首选项”。

将首选项恢复为默认设置

要将 Lightroom 首选项恢复到默认设置，请使用以下任意一种方法：

方法 1：手动删除首选项文件

1. 导航到以下位置：

Mac OS

/用户/[用户名]/资源库/偏好设置/

Windows 7 和 8

用户\[用户名]\AppData\Roaming\Adobe\Lightroom\Preferences\

注意:

(Mac OS)：默认情况下，Mac OS X 10.7 及更高版本中的用户“资源库”文件处于隐藏状态。要临时访问用户“资源库”文件，请按 Option 键，然
后在 Finder 中选择“前往”>“资源库”。

(Windows)：默认情况下，AppData 文件夹处于隐藏状态。要查看该文件夹，请选择“开始”>“控制面板”>“外观和个性化”>“文件夹选项”。在“查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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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 选项卡的 高级设置 区域中，确保已选中 显示隐藏的文件和文件夹 。然后单击 确定 。

2. 将以下文件拖动到回收站 (Windows) 或废纸篓 (Mac OS)：

Mac OS

com.adobe.Lightroom5.plist 或 com.adobe.Lightroom6.plist

Windows

Lightroom 5 Preferences.agprefs 或 Lightroom 6 Preferences.agprefs

3. 退出并重新启动 Lightroom。

注意:

有关 Lightroom 重要文件的更多信息，请参阅以下链接：

首选项文件和其他文件位置 | Lightroom CC 和 Lightroom 6
首选项文件和其他文件位置 | Lightroom 5

方法 2：使用键盘快捷键

1. 退出 Lightroom。

2. Mac OS

按住 Shift + Option + Delete 键。

Windows

按住 Shift + Alt 键。

3. 在按住这些键的同时，启动 Lightroom。此时会出现以下对话框：

(Windows)“还原 Lightroom 首选项”对话框

(Mac)“重置 Lightroom 首选项”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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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单击是 (Win) 或重置首选项 (Mac) 以确认。

将预设复位为原始设置

在“预设”首选项中，单击“Lightroom 默认设置”区域中的任一“恢复”按钮。

恢复您选择不显示的提示

在“常规”首选项中，单击“提示”区域中的“复位所有警告对话框”。

更改界面字体大小或面板结尾标记

在“界面”首选项中，从“面板”菜单中选择选项。

更改语言设置

Lightroom 可以使用多种语言显示菜单、选项和工具提示。

1. 选择“编辑”>“首选项”(Windows) 或“Lightroom”>“首选项”(Mac OS)。

2. 在“常规”选项卡中，从“语言”弹出菜单中选择一种语言。

3. 关闭“首选项”并重新启动 Lightroom。

下次您启动 Lightroom 时新语言会生效。

更多此类内容

设置导入首选项

自定义目录设置

设置图库视图选项

  Creative Commons 条款未涉及 Twitter 和 Facebook 帖子。

法律声明   |   在线隐私策略

Adobe Photoshop Lightroom
< 查看所有应用程序

学习和支持

新手指南

用户指南

教程

在社区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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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问题并获得专家解答。

立即提问

联系我们

来自真正专业人士的真心实意的帮助。

立即开始

^ 返回顶部
Was this helpful?

Yes
No
 更改地区中国 (更改)

选择地区

选择地区将更改 Adobe.com 上的语言和/或内容。

Americas Brasil Canada - English Canada - Français Latinoamérica México United States Europe, Middle East and Africa Africa -
English België Belgique Belgium - English Česká republika Cyprus - English Danmark Deutschland Eastern Europe -
English Eesti España France Greece - English Hrvatska Ireland Israel - English Italia Latvija Lietuva Luxembourg - Deutsch Luxembourg -
English Luxembourg - Français Magyarország Malta - English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 English Moyen-Orient et Afrique du Nord -
Français Nederland Norge Österreich Polska Portugal România Schweiz Slovenija Slovensko Srbija Suisse Suomi Sverige Svizzera Türkiye
United Kingdom България Россия Україна ישראל - עברית Asia - Pacific Australia Hong Kong S.A.R. of China India - English New
Zealand Southeast Asia (Includes Indonesia, Malaysia, Philippines, Singapore, Thailand, and Vietnam) - English 中国 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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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pyright © 2016 Adobe Systems Software Ireland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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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副显示器中显示图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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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格

放大

比较

筛选

幻灯片放映

您可以打开显示“图库”的第二个视图的窗口。这个副窗口会显示在“图库”模块中选择的照片，并使用在“网格”视图和“放大”视图的主 Lightroom 窗口中
指定的“图库”模块视图选项。无论您在哪个模块中操作，此副窗口都可以保持打开状态，因此很容易随时查看和选择不同的照片。如果运行 Lightroom
的计算机连接有副显示器，您可以在该屏幕上显示副窗口。

使用多个窗口时，Lightroom 将命令和编辑应用到在主应用程序窗口中选择的一张或多张照片，与副窗口中选择的照片无关。要将命令应用到副窗口中
的一张或多张选定照片，右键单击 (Windows) 或按住 Control 键单击 (Mac OS) 副窗口中“网格”、“比较”或“筛选”视图中的选定照片，并选择一个命
令。

1. 单击胶片显示窗格中的“副窗口”按钮 ，以打开副窗口。

 
主窗口中的图库模块和副窗口中的放大视图（小图）

默认情况下，副窗口会在“放大”视图中打开选定照片。如果您将副显示器连接到计算机，副窗口会以全屏幕显示在该显示器上自动
打开。否则，Lightroom 会打开浮动的“副显示窗口”。

2. 要更改 Lightroom 图库副窗口的视图模式，右键单击“副窗口”按钮，并且从菜单中选择一个选项。或者，在副窗口中单击“网
格”、“放大”、“比较”或“筛选”。如果您有副显示器，还可以选择“幻灯片放映”选项。

3. 指定视图选项。

通过拖动“缩览图”滑块调整缩览图的大小并使用“图库过滤器”栏过滤照片。请参阅使用图库过滤器栏查找照片。

选择“正常”、“互动”或“锁定”。“正常”会显示主窗口中选定次数最多的照片。“互动”会显示主窗口胶片显示窗格或“网格”视图
中指针下方的照片。“锁定”会显示选定的照片，即使您在主窗口中选择不同的照片。在副窗口的所有“放大”模式下，您可以调整缩
放级别。

您可以锁定任何照片，方法是在主窗口中右键单击 (Windows) 或按住 Control 键单击 (Mac OS) 该照片并选择“锁定到副显示
器”。或选择照片并按 Ctrl+Shift+Enter (Windows) 或 Command+Shift+Return (Mac OS)。在主窗口的“网格”视图中的缩览图和胶
片显示窗格中，当前锁定到副显示器的照片会显示副窗口徽章 。

提供与主窗口的“比较”视图相同的功能。请参阅在“图库”模块中比较照片。

提供与主窗口的“筛选”视图相同的功能。请参阅在“图库”模块中比较照片。

（与副显示器配合使用）允许您在副显示器上播放当前所选文件夹或收藏夹的全屏幻灯片放映。单击“播放”来播放幻
灯片放映；单击幻灯片，或按 Esc 结束幻灯片放映。要在“介绍屏幕”、“在介绍屏幕暂停”、“结束屏幕”和“重复”的“幻灯片放映”模
块中覆盖当前选项，请选择“覆盖”，然后选择选项。

4. （与副显示器配合使用）通过单击主窗口的“副显示器”按钮，并取消选择“全屏”，将副窗口显示为浮动窗口。
5. （在副显示器的“全屏”模式下可用）单击主窗口的“副显示器”按钮，并选择“显示副显示器预览”，以打开允许您远程控制副窗口显
示的小浮动窗口。使用“副显示器”预览窗口在副显示器上的“网格”、“放大”、“比较”、“筛选”和“幻灯片放映”视图之间切换。您还可
以使用“副显示器”预览窗口来控制幻灯片放映的播放。从您的位置看不到副显示器时，可使用“副显示器”预览窗口。

6. 要关闭副窗口，请单击“副窗口”按钮，或单击它并取消选择“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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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性化身份标识和模块按钮

  Twitter™ 与 Facebook 中的内容不在 Creative Commons 的条款约束之下。

法律声明   |   在线隐私策略

使用样式文本身份标识

使用图形身份标识

您可以使用包含您的姓名和徽标的身份标识个性化 Lightroom 工作区、幻灯片放映和打印输出。

1. 执行以下任一操作来打开“身份标识编辑器”：

选择编辑 > 设置身份标识 (Windows) 或 Lightroom > 设置身份标识 (Mac OS)。

在“幻灯片放映”模块的“叠加”面板中或“打印”模块的“页面”面板中，单击“身份标识”预
览，并从弹出菜单中选择编辑。

2. 在“身份标识编辑器”中，请选择下列选项之一：

将在框中输入的文本与在该框下方的菜单中指定的字体特征配合使

用。

提示：(Mac OS) 要创建多行文本身份标识，请在文本框中按 Option+Return 组合
键。Lightroom 只在“模块选取器”左侧显示身份标识的第一行。但是，在“幻灯片放映”、“打
印”或“Web”模块中选择身份标识作为输出叠加时会显示所有行。

使用您拖入框中的高度不超出 41 像素 (Mac OS) 或高度不超出 46 像素
(Windows) 的图形。图形可以是 BMP、JPG、GIF、PNG 或 TIFF (Windows)，或者是
JPG、GIF、PNG、TIFF、PDF 或 PSD (Mac OS)。图形身份标识的分辨率可能太低而无
法打印输出。

3. 从“启用身份标识”菜单中选择存储为，并为身份标识指定名称。

4. 要在“模块选取器”的左侧显示您的身份标识，请选择启用身份标识，并从右侧的菜单中选择
您存储的身份标识之一。

5. 在对话框右侧的弹出菜单中，自定义“模块选取器”按钮的字体、大小和颜色。第一个颜色选
取器框设置当前模块的颜色，第二个框设置未选定模块的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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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obe 支持 >
Adobe Photoshop Lightroom
> 为照片添加水印

为照片添加水印

搜索

Adobe Photoshop Lightroom 用户指南
>

在此页面上

创建版权水印

管理版权水印

将版权水印应用到图像

适用于: Adobe Photoshop Lightroom Adobe Photoshop Lightroom CC, Lightroom 6

创建版权水印

1. 在任意模块中，选择编辑 > 编辑水印 (Windows) 或 Lightroom > 编辑水印 (Mac OS)。

2. 在“水印编辑器”对话框中，选择“水印样式”：文本或图形。

3. 请执行以下任一操作：

（文本水印）在预览区域下方键入文本，并指定“文本选项”：“字体”、“样式”、“对齐方式”、“颜色”和“投影”。不支持 OpenType 字体。

（图形水印）在“图像选项”窗格中单击选择，然后导航到要使用的 PNG 或 JPEG 并将其选中。

4. 指定水印效果：

不透明度

调整水印透明度的级别。

大小

“比例”会将水印放大或缩小。“适合”将水印大小调整为照片的宽度。“填满”调整水印大小以填满照片的高度和宽度。

内嵌

在照片中水平或垂直重新定位水印。

定位

将水印定位到照片的九个定位点之一，并向左或向右旋转水印。

注意:

如果您在最终图像上看不到水印，请尝试放大尺寸或放在照片的不同位置。

管理版权水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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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任意模块中，选择编辑 > 编辑水印 (Windows) 或 Lightroom > 编辑水印 (Mac OS)。
如果您在胶片显示窗格中选择了多张照片，单击“左”  和“右”  导航箭头按钮，以预览每个照片的水印。
要将当前设置存储为预设，并且退出“水印编辑器”，请单击存储。要存储水印并继续在“水印编辑器”中工作，请单击“预设”菜单（位于窗口的左
上角）并选择将当前设置存储为新预设。在“新建预设”对话框中键入名称，并单击创建。
要选择某个水印，请在窗口左上角的“预设”菜单中选择该水印。
要编辑某个水印，请在“预设”菜单中选择该水印，并更改设置。然后，再次单击“预设”菜单，并选择“更新预设‘[名称]’”。
要重命名版权水印，请在“预设”菜单中选择该水印，然后再次单击菜单，并选择“重命名预设‘[名称]’”。
要删除版权水印，请在“预设”菜单中选择该水印，然后再次单击菜单，并选择“删除预设‘[名称]’”。

将版权水印应用到图像

有关如何将版权水印应用到照片的说明，请参阅：

将文件导出到磁盘或 CD

在幻灯片放映中显示版权水印

打印带版权水印的照片

在 Web 照片画廊中显示版权水印

更多此类内容

视频教程：导出照片并为其添加水印

为照片设置旗标、色标和星级

在线发布照片

  Creative Commons 条款未涉及 Twitter 和 Facebook 帖子。

法律声明   |   在线隐私策略

Adobe Photoshop Lightroom
< 查看所有应用程序

学习和支持

新手指南

用户指南

教程

在社区提问

发表问题并获得专家解答。

立即提问

联系我们

来自真正专业人士的真心实意的帮助。

立即开始

^ 返回顶部
Was this helpful?

Yes
No
 更改地区中国 (更改)

选择地区

选择地区将更改 Adobe.com 上的语言和/或内容。

Americas Brasil Canada - English Canada - Français Latinoamérica México United States Europe, Middle East and Africa Afric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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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ish België Belgique Belgium - English Česká republika Cyprus - English Danmark Deutschland Eastern Europe -
English Eesti España France Greece - English Hrvatska Ireland Israel - English Italia Latvija Lietuva Luxembourg - Deutsch Luxembourg -
English Luxembourg - Français Magyarország Malta - English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 English Moyen-Orient et Afrique du Nord -
Français Nederland Norge Österreich Polska Portugal România Schweiz Slovenija Slovensko Srbija Suisse Suomi Sverige Svizzera Türkiye
United Kingdom България Россия Україна ישראל - עברית Asia - Pacific Australia Hong Kong S.A.R. of China India - English New
Zealand Southeast Asia (Includes Indonesia, Malaysia, Philippines, Singapore, Thailand, and Vietnam) - English 中国 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台

灣 日本 한국 Commonwealth of Independent States Includes Armenia, Azerbaijan, Belarus, Georgia, Kazakhstan, Kyrgyzstan, Moldova,
Tajikistan, Turkmenistan, Ukraine, Uzbekistan

产品 下载 支持与学习 公司
Copyright © 2016 Adobe Systems Software Ireland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隐私 使用条款 cookies 京 ICP 备 10217899 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5010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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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彩管理

转到页首

涵盖的主题

颜色难题

Lightroom 如何管理颜色
校准显示器

安装颜色配置文件

颜色难题

数字摄影工作流程中的设备无法复制人眼可见的全部颜色范围。每个设备都在特定的色彩空间内运行，这简单说

明了该设备可记录、存储、编辑或输出颜色的范围或色域。有些色彩空间较大。例如，CIE Lab 空间较大；许多
Web 浏览器使用的 sRGB 空间相对较小。

除此之外，每个设备使用 RGB 颜色模式或 CMYK 颜色模式来描述颜色。相机和显示器使用 RGB；打印机使用
CMYK。

各种设备和图像的色域

A. Lab 色彩空间 B. 图像的色彩空间 C. 设备的色彩空间 

由于色彩空间不同，颜色常常存在差异，这取决于查看颜色的位置。色彩管理系统使用配置文件调解设备之间的

颜色差异，以便您轻松预测在共享或打印照片时看到的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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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配置文件匹配颜色

A. 配置文件描述相机和图像的色彩空间。 B. 色彩管理系统使用配置文件来标识图像的实际颜色。 C. 显示器的
配置文件告知色彩管理系统如何将图像的颜色转换到显示器的色彩空间。 D. 色彩管理系统使用打印机配置文
件，将图像的颜色转换到打印机的色彩空间，以便打印出来的颜色正确显示。 

Lightroom 使用与设备无关的色彩空间来显示颜色，可简化色彩管理。这意味着在使用 Lightroom 之前，您只需
要校准显示器。然后当准备输出照片时，在 Lightroom 中选择颜色设置或颜色配置文件。

Lightroom 如何管理颜色

Lightroom 主要使用 Adobe RGB 色彩空间来显示颜色。Adobe RGB 色域包括数码相机可拍摄的大多数颜色以
及无法使用较小的 Web 友好 sRGB 色彩空间定义的一些可印颜色（尤其是青色和蓝色）。

Lightroom 在以下情况中使用 Adobe RGB：

在“图库”、“地图”、“画册”、“幻灯片”、“打印”和“Web”模块中预览时
以草稿模式打印时

在导出的 PDF 幻灯片和上载的 Web 画廊中
当您向 Blurb.com 发送画册时（但是，如果从“画册”模块将画册导出为 PDF 或 JPEG，则可
以选择 sRGB 或其他颜色配置文件。）
针对使用“发布服务”面板上载到 Facebook 及其他照片共享网站的照片

在“修改照片”模块中，Lightroom 默认使用 ProPhoto RGB 色彩空间显示预览。ProPhoto RGB 包含数码相机可
拍摄的所有颜色，是编辑图像的极佳之选。在“修改照片”模块中，还可以使用“软打样”面板在不同色彩管理的打
印条件下预览颜色的显示效果。

在 Lightroom 中使用软打样来预览图像的最终输出

A. 图像在“修改照片”模块中进行编辑。 B. 图像的颜色值被转换到所选打印条件的色彩空间 C. Lightroom 显示校
样配置文件对图像颜色值的诠释。 

从 Lightroom 导出或打印照片时，您可以选择配置文件或色彩空间来确定您在 Lightroom 中看到的颜色如何显示
在接收您发送照片的设备上。例如，如果您要联机共享照片，可以使用 sRGB 导出。如果您要打印（不在草稿
模式中），可以为您的设备选择自定义颜色配置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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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转到页首

请参阅导出文件设置和设置打印色彩管理。

校准显示器

要使 Lightroom 可靠一致地显示颜色，请校准显示器。校准显示器时，要调整显示器，使其符合已知的规范。校
准显示器后，您可以选择将设置存储为显示器的颜色配置文件。

1. 如果校准 CRT 显示器，请确保至少已经打开显示器半个小时。这会使显示器有足够的时间
预热，并生成更稳定的输出。

2. 设置房间的环境照明，以与您通常工作所处的照明条件的亮度和颜色一致。

3. 请确保您的显示器显示千种颜色或更多。最好确保显示器显示数百万色或者 24 位或更高。

4. 移除显示器桌面上的彩色背景图案，并将您的桌面设置为中性灰。 文档周围杂乱的图案或
明亮的颜色会干扰准确的色彩感知。

5. 为获得最佳效果，请使用第三方软件和测量设备校准并配置您的显示器。一般来说，使用测
量设备（如色度计）以及软件可以创建更准确的配置文件，因为工具所测得的显示器上显示

的颜色要远比人眼准确。

或者，使用 Windows 或 Mac OS 自带的显示器校准工具。要使用操作系统中的实用程序校
准显示器，请参阅以下操作之一：

OS X Mavericks：校准显示器（Apple 支持）
OS X Mountain Lion：校准显示器（Apple 支持）
在 Windows 7 中校准显示器（Microsoft 支持）
让显示器达到最佳显示效果（Microsoft 支持）

显示器的性能随着时间推移而下降，每隔一个月左右需重新校准显示器并创建显示器

的配置文件。如果发现很难或不可能将显示器校准到标准值，说明显示器可能太旧并且已偏

色。

多数配置文件生成软件会自动将新的配置文件指定为默认显示器配置文件。对于如何手动分配显示器配置文件的

说明，请参阅您的操作系统的“帮助”。

安装颜色配置文件

在系统中添加设备时，通常也就安装了颜色配置文件。这些配置文件（通常称为“通用配置文件”或“预制配置文
件”）的准确度因制造商而异。您还可以从自定配置文件服务中获取配置文件，从 Web 下载配置文件，或使用专
业的配置设备创建自定配置文件。

1. 要安装颜色配置文件，请将其复制到以下位置之一：

Windows 7、8：\Windows\system32\spool\drivers\color
Mac OS：/资源库/ColorSync/Profiles 或 /用户/[用户名]/资源库/ColorSync/Profiles
提示：默认情况下，在 Mac OS 10.7 (Lion) 上，会隐藏用户的 Library 文件夹。如果在
Finder 中未看到该文件夹，按 Option 并单击“前往”菜单。然后，选择“图库”。请参阅访问隐
藏用户库文件 | Mac OS 10.7 和更高版本。

2. 重新启动 Lightroom。

相关链接:
常见问题解答 | Lightroom 中的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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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照片

此页面链接的部分内容可能仅以英文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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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obe 支持 >
Adobe Photoshop Lightroom
> 查看照片

查看照片

搜索

Adobe Photoshop Lightroom 用户指南
>

在此页面上

胶片显示窗格

放大视图

网格视图

在网格、放大、比较和筛选视图之间切换

适用于: Adobe Photoshop Lightroom 5

胶片显示窗格

您在模块之间移动时，胶片显示窗格会显示您正在处理的照片。它包含当前所选“图库”文件夹、收藏夹或关键字集中的照片。使用向左键和向右键，
或者通过从导航按钮右侧的“胶片显示窗格源指示器”弹出菜单中选择不同的源，可在胶片显示窗格中的不同照片之间移动。

隐藏或显示胶片显示窗格

单击胶片显示窗格底部的“显示/隐藏胶片显示窗格”图标 。
选择“窗口”>“面板”>“显示/隐藏胶片显示窗格”。

更改在胶片显示窗格中显示的照片

在图库模块左侧的面板中选择一个项目，或从“图库过滤器栏”、“关键字列表”面板或“元数据”面板中选择条件以选择照片。
单击胶片显示窗格中的“源指示器”，然后从弹出菜单中选择新的源。您可以选择“所有照片”、“快捷收藏夹”、“上一次导入”或先前查看的源。除
非您选择“清除最近使用的源”，否则会列出先前查看的胶片显示窗格源。

在您选择一个源或多个源之后，“网格”视图也会显示在胶片显示窗格中显示的照片。如果您选择多个文件夹或收藏夹，“多个源”会显示在“源指示
器”中。

注意:

如果选择多个源时“网格”视图不显示所有照片，请从“图库过滤器”栏中选择“关闭过滤器”。

更改胶片显示窗格缩览图的大小

将指针置于胶片显示窗格的顶部边缘。在指针变为双箭头  时，向上或向下拖动胶片显示窗格的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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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击胶片显示窗格的顶部边缘，可在最后两个缩览图大小之间切换。

在胶片显示窗格中的照片间滚动

拖动胶片显示窗格底部的滚动条，单击两侧的箭头，或拖动缩览图框的顶部边缘。

按向左键和向右键在胶片显示窗格中的缩览图之间导览。

在胶片显示窗格缩览图中显示星级和旗标状态

选择“编辑”>“首选项”(Windows) 或“Lightroom”>“首选项”(Mac OS)，然后单击“界面”选项卡。在“胶片显示窗格”区域中，选择“显示星级和旗标
状态”。

在胶片显示窗格和网格视图中重新排列缩览图

选择不包含任何子文件夹的收藏夹或文件夹，然后将缩览图拖动到新位置。

放大视图

缩放图像

您可以使用图库模块或修改照片模块中的“导航器”面板来设置“放大”视图中的图像的放大级别。Lightroom 会存储您使用的最后级别，并允许在使用指
针单击照片时在该级别和当前级别之间切换。您还可以使用“放大”和“缩小”命令在四个级别之间切换。

您在“导航器”面板中选择其他缩放级别，或从“视图”菜单中选择新命令之前，设置仍然有效。

注意:

当两个图像处于图库模块的“比较”视图时，在“导航器”面板中设置缩放级别或选择缩放命令，会自动在“放大”视图中显示所选图像。

设置指针的缩放级别

1. 在“导航器”面板中，针对第一个缩放级别，选择“适合”或“填满”。

2. 对于第二个缩放级别，选择 1：1（实际像素的 100% 视图），或从弹出菜单中选择一个选项。

注意:

副窗口中也提供了指针的缩放级别。

在缩放级别之间切换

要在“导航器”面板中设置的两个缩放级别之间切换，请使用指针单击照片或按空格键。可以放大时指针都会变为“缩放”工具。在副窗口中，也可
以通过单击照片在缩放级别之间切换。

要在四个缩放级别之间切换，请按 Ctrl-+ 或 Ctrl-- (Windows)，或者按 Command-+ 或 Command-- (Mac OS)。如果您从“视图”菜单中选择“缩
放”命令，级别会在“导航器”面板中的四个设置（“适合”、“填满”、“1:1”以及从菜单中选择的选项）之间切换。

注意:

要将照片缩放到屏幕的中心，请在“界面”首选项中选择“鼠标单击位置作为缩放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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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移图像

在缩放照片，并且部分照片不可见时，在照片上使用“手形”工具或在“导航器”面板上使用指针可将隐藏的区域移动到视图中。“导航器”面板始终显示整
个图像，上面覆盖方框表示主视图的边缘。

注意:

在修改照片模块中的“修改前”和“修改后”视图间平移是同步的。

在“放大”视图中拖动“手形”工具可以移动图像。在副窗口的“放大”视图中也可以使用“手形”工具平移。
在“导航器”面板中拖动指针，可在“放大”视图中移动图像。
在“导航器”面板中单击指针，可在“放大”视图中将图像移至该位置。

暂时放大以平移图像

按住空格键可以暂时放大。

按住鼠标按钮以放大，然后在照片或“导航器”中拖动以平移照片。

在照片上显示叠加信息

您可以在副窗口显示有关“图库”中“放大”视图、或修改照片模块的“放大”视图或“修改前与修改后”视图和“放大”视图中的照片信息。您可以显示二组元
数据，并且自定哪些信息会显示在每个组中。

选择“视图”>“放大视图信息”>“显示叠加信息”，或选择要显示的特定信息集。或者，按 I 键以显示、隐藏或切换信息集。

更改显示在“叠加信息”中的信息

1. 在“图库”或修改照片模块中，选择“视图”>“视图选项”。

2. 如果在“图库”中操作，请确保“放大视图”处于选中状态。

3. 在“放大视图信息”字段中，从菜单中选择要为每个组显示的选项。

网格视图

在网格视图和胶片显示窗格中显示照片

Lightroom 提供了许多在“网格”视图和胶片显示窗格中显示照片的方法。您使用的方法取决于您要查看的照片。“目录”面板允许您立即显示目录或“快
捷收藏夹”中的所有照片，以及最近导入的照片。

注意:

您还可以通过选择文件夹、收藏夹、关键字，或通过搜索照片在“网格”视图和胶片显示窗格中显示照片。使用“图库过滤器栏”中的选项可以优化选
择。

在“目录”面板中，选择下列选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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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照片

显示目录中的所有照片。

所有已同步照片

显示所有与其他 Lightroom mobile 客户端同步的照片。有关更多详细信息，请参阅使用“所有已同步照片”收藏夹。

快捷收藏夹

显示“快捷收藏夹”中的照片。要了解有关在“快捷收藏夹”中分组照片的信臬，请参阅使用快捷收藏夹。

上一次导入

显示最近导入的照片。

“目录”面板中可能还会显示“上次导出为目录”等其它类别。

在照片之间导航

在图库模块中，您通过选择上一张或下一张照片在图像之间导航。

在图库模块的任何视图中，执行以下任一操作：

要选择上一张照片，按向左键，单击工具栏中的“选择上一张照片”图标 ，或选择“图库”>“上一张选定的照片”。

要选择下一张照片，按向右键，单击工具栏中的“选择下一张照片”图标 ，或选择“图库”>“下一张选定的照片”。

注意：确保从工具栏菜单中选择“导航”，以显示“选择上一张照片”和“选择下一张照片”图标。

在网格视图中重新排列照片

在“网格”视图中，执行以下任一操作来重新排列网格中的照片：

单击工具栏中的“排序方向”图标 。

从工具栏的“排序”弹出菜单中选择一个排序选项。

如果选择的是普通收藏夹或文件夹层次中最低的文件夹，则从缩览图的中央拖动可按任意顺序排序。

注意:

如果选择的是智能收藏夹或包含其它文件夹的文件夹，则“排序”弹出菜单中的“用户顺序”不可用，并且您不能拖动以按任意顺序对照片排序。

查看原始照片和 JPEG 照片

一些相机会拍摄照片的原始版本和 JPEG 版本。要查看和处理照片的 JPEG 版本，您必须指示 Lightroom 作为独立文件导入和识别 JPEG 版本。请参
阅设置导入首选项。

在网格视图中更改缩览图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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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网格”视图中，从工具栏菜单中选择“缩览图大小”。

除非选中该选项，否则“缩览图”控件不可用。

2. 拖动“缩览图”滑块。

在网格、放大、比较和筛选视图之间切换

在图库模块中，您可以在“网格”视图中查看缩览图，在“放大”视图中查看单个照片，在“比较”视图中查看两张照片，或在“筛选”视图中查看两个或更多
照片。

在“图库”模块中，执行以下任一操作：

单击工具栏中的“网格视图” 、“放大视图” 、“比较视图” 、或“筛选视图”  图标。

请选择“视图”>“网格”、“放大”、“比较”或“筛选”。

选择“视图”，然后选择“切换放大视图”或“切换缩放视图”，可在所选视图和上一视图之间切换。

在“网格”视图中选择一张或多个张照片时，选择“照片”>“在放大视图中打开”可切换到“放大”视图。如果选择了多张照片，现用照片会在“放
大”视图中打开。使用向右键和向右键可在放大视图中在选定照片之间切换。

有关在 Lightroom 3 和 Lightroom 4 中比较照片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Adobe 数字图像处理操作说明中的比较相似照片。

更多此类内容

设置适合在 Lightroom 中使用的首选项
在网格视图和胶片显示窗格中选择照片

在胶片显示窗格和网格视图中筛选照片

在目录中查找照片

设置放大视图的图库视图选项

在副显示器中显示图库

更改放大视图叠加信息

使用照片收藏夹

在目录中查找照片

查看文件夹内容

为照片设置旗标、色标和星级

  Creative Commons 条款未涉及 Twitter 和 Facebook 帖子。

法律声明   |   在线隐私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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浏览和比较照片

转到页首

转到页首

在胶片显示窗格和网格视图中筛选照片

在网格视图和胶片显示窗格中选择照片

在图库模块中比较照片

在胶片显示窗格和网格视图中筛选照片

您可以将在胶片显示窗格和“网格”视图中显示的照片限制或过滤为具有特定旗标状态、星级、色标或文件种类（主体照片、虚拟副本、视频）的照片。

应用过滤器

要过滤在胶片显示窗格和网格视图中显示的照片，执行以下任一操作：

选择“文件”>“图库过滤器”>“按[标准]过滤”。

按 \ 以打开图库模块顶部的“图库过滤器栏”。选择“属性”，然后选择图标以过滤显示。

在“胶片显示窗格”中，单击“过滤器”，然后选择图标，以过滤显示。

 
为在胶片显示窗格和网格视图中显示的照片设置过滤器。

A.显示有“留用”或“排除”旗标的照片，或者无旗标的照片B.显示带有特定星级的照片，或者星级较高或较低的照片C.显示带有一个
或多个色标的照片

了解更多信息。George Jardine 论述了如何组织照片，以及如何使用过滤器栏来快速查找照片。

控制文件夹或收藏夹的过滤器行为

默认情况下，过滤器行为不是固定不变的。如果将某个过滤器应用到某个文件夹或收藏夹，然后导航离开该文件夹或收藏夹，当您返回原位置时会清

除此过滤器。

要控制所选文件夹或收藏夹的过滤器，请选择“文件”>“图库过滤器”和以下任何选项：

启用过滤器：

打开上次应用到文件夹或收藏夹的过滤器。

锁定过滤器：

将当前过滤器应用到随后所选的文件夹或收藏夹。

分别记住每个源的过滤器：

锁定过滤器时可用。应用所选文件夹或收藏夹最后使用的过滤器。

要使过滤器“保持不变”，在您返回先前过滤的文件夹或收藏夹时仍处于现用状态，请选择“文件”>“图库过滤器”>“锁定过滤器”，然后
选择“文件”>“图库过滤器”>“记住过滤器”。

在网格视图和胶片显示窗格中选择照片

在“网格”视图中选择要在“图库”或其它模块中处理的照片。您选择的照片会反映在胶片显示窗格中。同样，在胶片显示窗格中所选的特定照片会显示
在“网格”视图中。

您选择照片时，它会成为现用照片。您可以选择多张照片，但是一次只有一张照片是现用照片。在网格和胶片显示窗格中，选定的照片带有纤细的白

边，单元格颜色比未选定的照片颜色更浅。颜色最浅的单元格表示现用照片。

选择了多张照片时，单击任何选定照片，可以使其成为现用照片，而不取消选择其它照片。如果您单击选择范围外的照片，该照片会成为现用照片，

并会取消选择所有其它照片。

在“网格”视图中选择了多张照片，并进行诸如应用星级、标签或添加元数据等更改时，这些更改会应用到所有选定的照片。

在胶片显示窗格中选择了多张照片，并处于“放大”、“比较”或“筛选”视图时，诸如星级、标签或添加元数据等更改仅应用到现用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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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了多个照片时，颜色最浅的单元格表示现用照片。

您还可以在“网格”视图和胶片显示窗格中选择或取消选择有留用旗标的照片。请参阅选择有留用旗标的照片。

1. （可选）在图库模块中，在“目录”、“文件夹”或“收藏夹”面板中选择项目，以显示要使用的照片。如需要，在图库过滤器栏中指定
条件以缩小选择范围。

您还可以使用“关键字列表”和“元数据”面板选择照片。单击右侧关键词计数或元数据标准的箭头。包含该标记或标准的照片
会显示在“网格”视图和胶片显示窗格中。

2. 在“网格”视图或胶片显示窗格中，执行以下任一操作：

要选择照片，请单击照片缩览图。

要在“网格”视图或胶片显示窗格中选择非连续照片，请单击第一张照片，然后按住 Ctrl 键单击 (Windows) 或按住 Command
键单击 (Mac OS) 其它照片。

要选择一张照片和该照片与现用照片之间的所有照片，请按住 Shift 键单击照片。

要选择所有照片，请选择“编辑”>“全选”或按 Ctrl+A (Windows) 或 Command+A (Mac OS)。

要取消选择所有照片，请选择“编辑”>“全部不选”或按 Ctrl+D (Windows) 或 Command+D (Mac OS)。

要取消选择除现用照片以外的所有照片，请选择“编辑”>“仅选择现用照片”或按 Shift+Ctrl+D (Windows) 或 Shift+Command+D
(Mac OS)。

要在一组选定照片中更改现用照片，请单击其它照片缩览图。

要选择新的现用照片，并取消选择一组选定照片中的所有其它照片，请单击照片的网格单元格边框。

要取消选择一组选定照片中的现用照片，请选择“编辑”>“取消选择现用照片”，或按 /。多张照片选择中的下一张照片成为现用
照片。

要取消选择选定照片，并选择未选定的所有照片，请选择“编辑”>“反相选区”。

您选择多张照片时，您选择的第一张照片是主选择（现用照片），由更明亮的高亮显示框表示。

选择照片之后，将它们添加到“快捷收藏夹”以轻松实现对其进行打印、在幻灯片放映中显示、组合为 Web 画廊，或进行导出
的准备。

在图库模块中比较照片

Lightroom 允许查看一张或多张照片的大尺寸预览，以完成诸如从一组照片中挑选出最好的照片等任务。您可以在“比较”视图中并排查看两张照片，或
者在“筛选”视图中查看两张或更多照片的平铺预览。

在“比较”视图中，一张照片是选定照片（现用），另一张照片是候选照片。使用工具栏的控件，您可以交换选定照片和候选照片、同时在一个或两个视
图内缩放，并指定何时完成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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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筛选”视图中，选定（现用）照片有白色边框。您可以在图像显示区域中对其进行单击来指定现用照片。所有照片在右下角都有“取消选择照片”图标 
，用于从“筛选”视图中移除照片。（在 Mac OS 上，将指针移动到照片上可查看图标。）

在两个视图中都可以访问每张照片的星级、色标和“留用”或“排除”旗标。两个视图还都允许您取消选择照片，以减少正在考虑的图像。请参阅为照片设
置旗标、色标和星级。

在比较照片时，您始终可以在“比较”和“筛选”视图之间切换。您还可以在副显示器的副窗口中显示“比较”和“筛选”视图。请参阅在副显示器中显示图库。

在比较视图中比较照片

1. 在“网格”视图或胶片显示窗格中，选择两张照片，然后执行以下任一操作：

单击工具栏中的“比较视图”图标 。

选择“视图”>“比较”。

如果您仅选择一张照片，然后切换到“比较”视图，Lightroom 会在“网格”视图或胶片显示窗格中使用当前所选的照片，以及
前一张所选的照片或相邻照片。

2. 执行以下任一操作来调整照片预览：

要同时放大或缩小两张照片，请确保工具栏中显示“链接焦点”图标 ，然后拖动“缩放”滑块。

要放大或缩小一张照片，请选择该照片，确保工具栏中显示“取消焦点链接”图标 ，然后拖动“缩放”滑块。

注意：单击工具栏图标可在“链接焦点”和“取消焦点链接”之间切换。

要同步缩放候选照片和所选照片，请单击工具栏中的“同步”。

3. 为照片设置星级、色标或“留用”或“排除”旗标。
4. 执行以下任一操作以指定不同的选定照片和候选照片：

单击工具栏中的“互换”以交换选定照片和候选照片。

单击工具栏的“选择下一张照片”（或按向右键）以将后一张照片与选择的第一张照片进行比较。“选择上一张照片”可将前一张
照片与选择的第一张照片进行比较。按向上键以用当前选择的照片替换选定照片，并用下一张照片替换候选选择。

单击照片下方右下角的“取消选择照片”图标 。

选择“候选”照片，然后单击工具栏中的“选择”。

5. 根据需要，重复步骤 2 到 4。
6. 单击其它视图按钮以退出“比较”视图。

在筛选视图中比较照片

1. 在“网格”视图或胶片显示窗格中，选择两张或更多照片，然后执行以下任一操作：

单击工具栏中的“筛选视图”图标 。

选择“视图”>“筛选”。

通过在胶片显示窗格中选择照片，始终可以随时将更多照片添加到比较。请注意，选择更多照片时“筛选”视图中的预览会更
小。请参阅在网格视图和胶片显示窗格中选择照片。

2. 在“筛选”视图中，执行以下任一操作：

要指定所选的照片，请在工作区域或胶片显示窗格中单击照片，或单击工具栏中的“选择上一张照片”或“选择下一张照片”图
标。

在“筛选”视图工具栏弹出菜单中必须选择导航，以便显示图标。

要删除照片，请单击照片右下角的“取消选择照片”图标 。

要为照片设置星级、色标或旗标，请单击照片下方的星级、色标和“留用”或“排除”旗标。

Adobe 还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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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图库视图选项

返回页首

返回页首

为网格视图设置图库视图选项

更改网格视图选项

设置放大视图的图库视图选项

更改放大视图叠加信息

为网格视图设置图库视图选项

“图库视图选项”会确定照片在“网格”视图中的外观。您可以指定各元素的不同组合，范围从只显示缩览图，到带有照片信息、过滤器和“旋转”按钮的缩
览图。

1. 在“图库”模块中，选择“视图”>“视图选项”。
2. 在“图库视图选项”对话框的“网格视图”选项卡中，选择“显示网格额外信息”以查看照片缩览图单元格中的信息和图标。（默认情况
下“显示网格额外信息”处于选中状态。）

取消选择此选项会在“网格”照片中显示没有其它信息的照片预览图。

3. 在对话框的“选项”区域中，选择以下任一选项：
仅显示鼠标指向时可单击的项目 只在指针移动到单元格上时，显示可单击项目，例如“旋转”按钮和旗标。取消选择此选项意味着
始终显示可单击项目。

对网格单元格应用标签颜色 在每个单元格的背景中显示标签颜色。

显示图像信息工具提示 将指针悬停在项目上时，显示项目的说明，例如，照片、徽章或留用旗标。

4. 在对话框的“单元格图标”区域中，选择要显示在单元格中的以下任一项目：
旗标 使“留用”或“排除”旗标显示在缩览图单元格的左上角。

快捷收藏夹标记 在照片缩览图的右上角显示“快捷收藏夹”标记。

缩览图徽章 显示缩览图徽章，指示哪些照片应用了关键字、裁剪或具有图像调整。

未存储的元数据 您在 Lightroom 中将元数据或关键字添加到照片，而不将元数据存储到文件时，“需要更新元数据文件”图标 
会显示在单元格区域的右上角。请参阅查看未存储的元数据。

5. 在“紧凑单元格额外信息”区域中，选择要显示在紧凑单元格中的以下任一选项：
索引编号 在“网格”视图显示照片的序号。

旋转 显示“旋转”按钮。

顶部标签 显示您从菜单中选择的顶部标签。

底部标签 显示您从菜单中选择的底部标签。

6. 在“扩展单元格额外信息”区域中，选择要显示在扩展单元格中的以下任何选项：
显示顶栏和标签 显示缩览图单元格的标题区域。标题区域最多可以显示您从菜单中选择的四个标签。

在底栏显示星级 显示您选择的底栏项目。

使用默认设置 将“网格视图”选项恢复为其工厂设置的默认值。

7. 从“显示网格额外信息”菜单中，选择以下选项之一，以设置“网格”视图中的缩览图单元格的大小：
扩展单元格 显示在“网格”视图中可用的最多照片信息，其中包括最多具有四张元数据标签的标题。

紧凑单元格 显示具有更少照片信息的更小单元格，以便在“网格”视图中显示更多的缩览图。

更改网格视图选项

您可以通过从“网格视图样式”菜单中进行选择来快速地更改“网格”视图选项。视图基于在“图库视图选项”中设置的默认或自定视图选项。

 在“网格”视图中，选择“视图”>“网格视图样式”，并选择以下任何选项：
显示额外信息 显示或隐藏在“图库视图选项”中设置的单元格额外信息。
显示徽章 显示或隐藏关键字标记、裁剪和图像调整徽章。

紧凑单元格 在“网格”视图中显示紧凑单元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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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展单元格 在“网格”视图中显示扩展单元格。
切换视图样式 在“网格视图样式”菜单中的不同视图之间切换。

设置放大视图的图库视图选项

“图库视图选项”确定了在“放大”视图中与照片一起显示哪些信息。您可以指定两组不同的信息。

1. 在“图库”模块中，选择“视图”>“视图选项”。
2. 在“图库视图选项”对话框的“放大视图”选项卡中，选择“显示叠加信息”以随照片一起显示信息。（默认情况下“显示叠加信息”处于
选中状态。）

取消选择此选项会在“放大”视图中显示不带叠加信息的照片。

3. 在对话框的“放大视图信息 1”和“放大视图信息 2”区域中，使用菜单选择在“放大”视图的两个叠加信息中显示什么内容。您可以在
每个叠加中最多选择三个项目，其中包括文件名、元数据或无数据。

4. 选择“更换照片时短暂显示”可以只在“放大”视图中更换照片时，短暂显示叠加信息。
5. 在对话框的“常规”区域下，选择“载入或渲染照片时显示消息”可在此过程中在“放大”视图中显示叠加信息。
6. 从“显示叠加信息”菜单中，选择“信息 1”或“信息 2”，以在“放大”视图中选择当前现用的“叠加信息”。

更改放大视图叠加信息

 在“图库”模块中，选择“视图”>“放大视图信息”，然后选择以下任何选项：
显示叠加信息 显示在“图库视图选项”中指定的叠加信息。
信息 1 显示信息 1 叠加。
信息 2 显示信息 2 叠加。
切换信息显示 在两组“叠加信息”间切换。
更多帮助主题

法律声明   |   在线隐私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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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面链接的部分内容可能仅以英文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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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ghtroom 目录的工作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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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的内容

目录中有哪些内容？

Lightroom 目录与文件浏览器
基于目录的工作流程的优势

使用 Lightroom 目录的最佳实践

目录中有哪些内容？

目录是一种数据库，其中存储了您的每张照片的记录。此记录包含有关每张照片的三条关键信息：

当您将照片导入到 Lightroom 时，照片本身与目录中照片的记录之间就形成了一个链接。接下来，您对照片执行的任何工作（例如添加关键字或去除
红眼）都将作为额外的元数据存储在目录的照片记录中。

 
如果您准备在 Lightroom 之外共享照片，例如将照片上载至 Facebook，并打印它，或创建幻灯片放映，则 Lightroom 会将您的元数据更改（类似于修
改照片说明）应用于照片的副本，以便每个人都能看到它们。

 
Lightroom 绝对不会更改由您的相机拍摄的实际照片。因此，Lightroom 中的编辑操作是非破坏性的。您可以始终返回到未经编辑的原始照片。
 

1. 关于照片在您的系统上所处位置的参照
2. 关于希望如何处理照片的说明
3. 诸如星级和关键字这样的元数据，若将其应用于照片可帮助您查找或组织它们

Lightroom 目录与文件浏览器

Lightroom 的工作原理与 Adobe Bridge 之类的文件浏览器不太一样。文件浏览器需要对它们显示的文件具有直接的物理访问权限。要使 Adobe
Bridge 显示文件，该文件必须实际存在于您的硬盘上，或者您的计算机必须连接到包含该文件的存储媒体。由于 Lightroom 使用目录保持对照片的跟
踪，则无论这些照片是否以软件形式实际存在于同一台计算机上，您都可以在 Lightroom 中预览这些照片。

基于目录的工作流程的优势

Lightroom 目录工作流程为摄影师提供两大显著优势：

Lightroom 在管理、组织和编辑照片方面具有极大的灵活性，因为您的照片可以位于任何地方 - 无论是在具有 Lightroom 应用程序的同一台计算机上，
还是在外部硬盘上，甚或是在网络驱动器上，都没有关系。由于目录存储了每张照片的预览，因此您可以在 Lightroom 中处理您的照片，并在工作时
查看您的编辑更改。在整个过程中，Lightroom 一直都没有影响您的原始照片文件。

1. 您的照片可以存储在任何位置
2. 您的编辑是非破坏性的

使用 Lightroom 目录的最佳实践

在 Lightroom 中工作时最好事先就把各种可能的情况考虑在内。您可以移动目录和照片，将照片放置在多个目录中，并将目录组合或合并在一起，但
是这样做可能会造成混乱。此外，目录与照片之间的链接可能会中断。按照这些步骤安排您的目录设置，并且使目录和照片在计算机和驱动器之间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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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转移的次数降到最低。

两点最终建议：

虽然您可以有多个 Lightroom 目录，但请尝试只使用一个目录。目录中可包含的照片数量没有上限，Lightroom 提供了多种对目录
内的照片进行排序、过滤、组织和查找的方式。例如，您可以使用文件夹、收藏夹、关键字、标签和星级。稍微思索和实践一下，

您就能够找到可以成功地组织和管理一个目录内所有照片的方式。

在 Lightroom 中开始工作后，如果您需要移动或重命名照片（例如当您的硬盘空间已满，必须切换到外部磁盘时），请在
Lightroom 内部执行这些任务。请不要使用资源管理器 (Windows) 或 Finder (Mac OS) 移动照片。如果您这么做，可能会遇到讨
厌的“照片丢失”错误，该错误将迫使您重新链接一切。

 

1. 提前确定存储 Lightroom 目录的位置。您无法将它存储在网络上。您可以将它存储在您的计算机硬盘或外部磁盘上。在决定了目
录的存储位置后，请考虑它所放置的特定文件夹或路径。

2. 确定保存照片的位置。您的硬盘上有多少空间？这些空间足够吗？如果您在多台计算机上工作，请考虑将您的目录和照片保存在
外部磁盘上，以便您随时将其插入任一系统。先将您的照片复制或移动到该位置，然后再将其导入 Lightroom。

3. 最后，启动 Lightroom 并将照片添加到适当的位置，以将它们导入目录。

Adobe 还建议
创建和使用目录

Lightroom 目录常见问题解答

管理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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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obe 支持 >
Adobe Photoshop Lightroom
> 创建和管理目录

创建和管理目录

搜索

Adobe Photoshop Lightroom 用户指南
>

在此页面上

创建目录

打开目录

升级来自 Lightroom 早期版本的目录
复制或移动目录

导出目录

删除目录

更改默认目录

自定义目录设置

优化目录

适用于: Adobe Photoshop Lightroom

创建目录

当您创建目录时，会同时为其创建一个文件夹。文件夹名称与目录名称相同，只是不带目录后缀。例如，如果将您的文件夹命名为“Wedding
Photos”，则目录文件名称为“Wedding Photos.lrcat”。当您将照片添加到目录时，Lightroom 会创建一个预览缓存文件（例如“Wedding Photos
Previews.lrdata”），并将其和目录放在创建的文件夹中。

1. 选择“文件”>“新建目录”。

2. 指定新目录文件夹的名称和位置，然后单击“保存”(Windows) 或“创建”(Mac OS)。

此时 Lightroom 将会复位并显示一个空的图库模块，供您导入照片。

打开目录

打开其它目录时，Lightroom 会关闭当前目录并重新启动。

1. 选择“文件”>“打开目录”。

2. 在“打开目录”对话框中，指定目录文件，然后单击“打开”。

也可从“文件”>“打开最近使用的目录”菜单中选择一个目录。

3. 出现提示后，请单击“重新启动”，以关闭当前目录并重新启动 Lightroom。

您还可以更改“常规”首选项，以指定 Lightroom 启动时打开的目录。请参阅更改默认目录。

升级来自 Lightroom 早期版本的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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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在 Lightroom 的最新版本中打开或导出来自 Lightroom 早期版本（包括测试版）的目录。执行此操作时，Lightroom 会升级该目录。新的更新
目录包含与之前的目录和照片关联的所有元数据。

1. 执行以下任一操作：

首次启动 Lightroom。

如果以前打开过 Lightroom，请选择“文件”>“打开目录”。

2. 导航到旧目录 .lrcat 文件，然后单击“打开”。

注意:

如果忘记了旧目录所在的位置，请在资源管理器 (Windows) 或 Finder (Mac OS) 中搜索“lrcat”。

3. 出现提示后，请单击“重新启动”，以关闭当前目录并重新启动 Lightroom。

4. （可选）在“升级 Lightroom 目录”对话框中，更改升级目录的目标位置。

5. 单击“升级”。

重要提示：升级目录时，Lightroom 会保持旧目录不变，制作旧目录副本，并重命名其预览文件。因此，除了新的升级目录外，您还将得到：

旧的 catalog.lrcat
旧的 catalog-2.lrcat
旧的 catalog Previews 2.lrdata

您可以保留或删除这些文件。

复制或移动目录

注意:

在复制或移动目录和预览文件之前，请先将它们备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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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找到包含目录和预览文件的文件夹。在 Lightroom 中，选择“编辑”>“目录设置”(Windows) 或“Lightroom”>“目录设置”(Mac OS)。

2. 在“常规”面板的“信息”区域中，单击“显示”可转到资源管理器 (Windows) 或 Finder (Mac OS) 中的目录。

3. 退出 Lightroom。

4. 在资源管理器 (Windows) 或 Finder (Mac OS) 中将 catalog.lrcat、Previews.lrdata 以及 Smart Previews.lrdata（如果有）文件复制或移动到新位
置。

5. 在新位置中双击 .lrcat 文件，可以在 Lightroom 中将其打开。

6. （可选）如果 Lightroom 在复制的或移动的目录中找不到文件夹或照片，则“文件夹”面板中的文件夹名称旁会显示一个问号图标，“网格”视图中
的照片缩览图中会显示一个惊叹号图标。要恢复文件夹链接，请右键单击 (Windows) 或按住 Control 键并单击 (Mac OS) 带问号图标的文件夹，
然后选择“查找丢失的文件夹”。要为各张照片重新建立链接，请参阅查找丢失的照片。

导出目录

您可以通过选择照片，然后将其导出为新目录来创建包含较大目录子集的目录。例如，当您先将照片导入到便携式计算机上的一个目录中，然后将这

些照片添加到台式计算机上的主目录时，这种方法十分有用。

1. 选择要添加到新目录中的照片。

2. 选择“文件”>“导出为目录”。

3. 指定目录的名称和位置。

4. 指定是否要导出负片文件和预览，然后单击“保存”(Windows) 或“导出目录”(Mac OS)。

上述“负片文件”是指导入到 Lightroom 中的原始文件。

新目录包含指向选定的照片及其相关信息的链接。您必须打开新目录才能查看它。

5. （可选）要组合目录，请将新目录导入到其它目录中。请参阅从其它 Lightroom 目录导入照片。

删除目录

删除目录将会擦除您在 Lightroom 中执行的所有未保存到照片文件的操作。但删除预览时，不会删除其链接的原始照片。

使用资源管理器 (Windows) 或 Finder (Mac OS) 找到包含您目录的文件夹，并将其拖入“回收站”(Windows) 或“废纸篓”(Mac OS)。

重要提示：确保您删除的文件夹仅包含您要擦除的目录文件，而不包含其他文件。

为了提升性能，Lightroom 在资源管理器 (Windows) 或 Finder (Mac OS) 中的 .lrcat 文件旁生成了一个“Previews”文件夹。只要该文件名称与
.lrcat 文件名匹配，就可以安全删除此文件夹。如果您删除了目录仍所需要的“Previews”文件夹，当您使用该目录时，Lightroom 会重新生成一
个“Previews”文件夹，但是在重新生成预览前，Lightroom 会运行得比较缓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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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改默认目录

默认情况下，Lightroom 在启动时会打开上一次使用的目录。可以将此默认行为更改为打开其他目录或始终提示您选择目录。

1. 选择“编辑”>“首选项”(Windows) 或“Lightroom”>“首选项”(Mac OS)。

2. 在“常规”选项卡中，从“启动时使用此目录”菜单中选择下列选项之一：

载入最近打开的目录

打开上一次使用的目录。

启动 Lightroom 时显示提示

启动时打开“选择目录”对话框，以便进行选择。

位于默认位置的目录

Lightroom 会列出 \Pictures\Lightroom (Windows) 或 /Pictures/Lightroom (Mac OS) 中的全部目录供您选择。

其他

允许您导航至特定目录文件 (.lrcat) 并将其选为启动时打开的默认目录。

自定义目录设置

您可以在“目录设置”对话框中为 Lightroom 目录指定多项首选行为。

1. 选择“编辑”>“目录设置”(Windows) 或“Lightroom”>“目录设置”(Mac OS)。

2. 在“常规”选项卡中，指定以下任意选项：

信息

提供了诸如目录的位置、文件名和创建日期等信息。单击“显示”可在“资源管理器”(Windows) 或 Finder (Mac OS) 中查看目录文件。

备份

允许您指定备份当前目录的频率。请参阅备份目录。

3. 在“文件处理”选项卡中，指定以下任意选项：

预览缓存

确定 Lightroom 渲染三种图像预览的方式。所有预览都存储在您目录所在文件夹的预览缓存文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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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预览大小

指定全尺寸渲染预览长边的最大长度（以像素为单位）。选择与您的屏幕分辨率相等或较大的大小。例如，如果您的屏幕分辨率是 1920 x 1200
像素，请选择大于 2048 像素的标准预览大小。如果您的屏幕分辨率超过 2048 像素，Lightroom 会生成一个 1:1 的预览。

预览品质

指定缩览图预览的外观。“低”、“中”、“高”类似于 JPEG 图像的质量等级。

自动放弃 1:1 预览

此设置根据最近一次对预览的访问，指定何时放弃 1:1 预览。1:1 预览与原始照片具有相同的像素尺寸并显示锐化和减少杂色。这些预览会根据
需要进行渲染，这会导致目录预览文件增大，因此最好定期放弃这些预览。

智能预览

指示“智能预览”正在使用的磁盘空间大小。有关使用“智能预览”的信息，请参阅智能预览。

导入序列号

指定在将照片导入到目录中时照片的起始序列号。“导入编号”是指表示导入操作执行次数的序列中的第一个编号。“导入的照片”是指表示已导入
到目录中的照片数量的序列中的第一个编号。请参阅文件名模板编辑器和文本模板编辑器。

4. 在“元数据”选项卡中，选择以下任意选项：

根据最近输入的值提供建议

开始键入元数据条目时，若输入的内容类似于以前输入的条目，系统会在您键入时提供一或多条建议。取消选中该选项可禁用此功能。单击“清
除全部建议列表”可清除以前输入的条目。

包括 JPEG、TIFF、PNG 以及 PSD 文件元数据中的修改照片设置

取消选中该选项后，Lightroom 不会将“修改照片”模块的设置包括在 JPEG、TIFF、PNG 以及 PSD 文件的 XMP 元数据中。

将更改自动写入 XMP 中

选中此选项可将对元数据的更改直接存储到 XMP 附属文件中，因而可以在其它应用程序中显示这些更改。若取消选择该选项，只会将元数据设
置存储到目录中。有关手动存储 XMP 更改的信息，请参阅关于元数据和 XMP。

启用 GPS 坐标的反向地理编码以提供地址建议

如果可行，允许 Lightroom 将您照片的 GPS 坐标发送到 Google，以便 Lightroom 可以确定照片的国家/地区、省/直辖市/自治区信息，并将此
信息添加到 IPTC 位置元数据中。

只要地址字段为空，则导出反向地理编码建议

如果选中此项，当您导出照片时，Lightroom 会将 Google 建议的 IPTC 位置元数据包括在照片中。

将日期或时间更改写入专用原始文件

使用“元数据”>“编辑拍摄时间”命令更改照片的拍摄时间元数据时，此选项可控制 Lightroom 是否将新日期和时间写入专用原始文件中。默认情
况下，此选项处于未选中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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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目录

导入、编辑和移去多个文件后，Lightroom 的运行速度可能会变慢。发生这种情况时，请优化目录以提高性能。

选择“文件”>“优化目录”。

更多此类内容

视频教程 - 导出目录
备份目录

Lightroom 目录常见问题解答
Lightroom 目录的工作原理
在目录中查找照片

查找丢失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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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份目录

转到页首

注意:

转到页首

包含的内容

规划您的备份策略

计划目录备份

自动备份目录

手动备份目录

还原备份目录

规划您的备份策略

Lightroom 允许您在退出软件时安排常规目录备份。从 Lightroom 执行的备份仅包括目录文件。您必须单独备份
已编辑的照片以及从 Lightroom 导出的一切内容。

经常定期对目录进行备份只是理想的全面备份策略的一部分。制定备份策略时：

切记，备份目录和照片越频繁，发生崩溃或损坏时丢失的数据就越少。

如果可能，在与工作文件分开的硬盘上存储照片和目录的备份副本。

考虑使用专用备份软件来自动实现这一过程，并考虑将工作文件与备份文件之间的改动进行

同步。

如果担心备份文件可能被意外擦除，则在其它磁盘或只读介质（如 DVD）上创建备用备
份。

为获得更高的安全性，请将备份磁盘与工作磁盘分开存放，最好放到工作场所外或防火保险

柜中。

建议在导入照片时制作这些照片的副本。请记住，这只会为您带来原始照片的副本，而不是

已编辑照片的副本。请参阅在导入过程中备份照片。

默认情况下，Lightroom 将备份的目录存储到以下位置：
 

Windows：\Users\[用户名]\Pictures\Lightroom\[目录名]\Backups\
Mac OS：/Users/[用户名]/Pictures/Lightroom/[目录名]/Backups\

在备份文件夹中，Lightroom 创建了一个文件夹，它具有备份的日期和时间：YYYY-MM-DD HRMN。（该时间
用 24 小时制表示，并且小时和分钟之间没有冒号。）备份的目录被存储在具有日期戳的文件夹内，并且具有与
工作目录相同的名称。

 
每次 Lightroom 创建备份时，都会写入新的目录。要节省硬盘上的空间，请删除或压缩旧备份文件。此外，请确
保您对决定存储备份的位置具有写入权限。

建议不要在使用 Lightroom 时运行 Mac OS X Time Machine™ 备份或还原操作。

在 Mac 上，Lightroom CC/Lightroom 6.1 无法压缩大于 4 GB 的目录。这是因为 Mac OS 的默认解压缩实用
程序无法处理大于 4GB 的存档，并且会将此类压缩目录报告为“已损坏”。

计划目录备份

1. 选择“编辑”>“目录设置”(Windows) 或“Lightroom”>“目录设置”(Mac OS)。

2. 在“常规”面板的“备份”区域中，从“备份目录”弹出菜单中选择一个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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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次退出 Lightroom 时

每次退出 Lightroom 时

每天第一次退出 Lightroom 时

每周第一次退出 Lightroom 时

每月第一次退出 Lightroom 时

从不

转到页首

备份文件夹

在备份之前测试完整性

备份后优化目录

略过今天

本周略过

本月略过

本次略过

下次退出 Lightroom 时备份目录，然后“备份目录”选项切换为“从
不”。

每次退出 Lightroom 时备份目录，因此来自每一工作阶段的更改
总是会备份。

每天第一次退出 Lightroom 时备份目录。如果某一天多次
退出 Lightroom，则其它更改只有在转天才会备份。

每周备份目录一次。如果多次退出 Lightroom，则其它更改
只有在下一周才会备份。

每月备份目录一次。如果多次退出 Lightroom，则其它更改
只有在下一月才会备份。

Lightroom 不执行任何备份。（不推荐。）

自动备份目录

1. 在目录设置中计划目录备份时退出 Lightroom。

2. 在“备份目录”对话框中，单击“备份”以在默认位置备份目录，然后退出 Lightroom。

或者，选择以下任意选项，然后再单击“备份”：

向您显示 Lightroom 存储备份的默认位置。单击“选择”可备份到其他位置。

在 Lightroom 完成备份之前检查目录损坏情况。测试完整性会增加
备份目录所用的时间，但是可以降低数据丢失的风险。

您还可以在打开目录时测试目录完整性。在“首选项”对话框的“常规”面板中，选择“启动
时使用此目录”>“启动 Lightroom 时显示提示”。然后，启动 Lightroom。在“选择目录”对
话框中，选择“测试此目录的完整性”，然后单击“打开”。

清理和重新组织您的数据库文件，以提高它的运行速度和效率。

如果选择每天备份目录一次，请单击该选项以推迟一天进行相应操作。

如果选择每周备份目录一次，请单击该选项以推迟一周进行相应操作。

如果选择每月备份目录一次，请单击该选项以推迟一个月进行相应操作。

单击该选项以推迟备份，直到下次退出 Lightroom 时再备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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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witter™ 与 Facebook 中的内容不在 Creative Commons 的条款约束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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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到页首

转到页首

手动备份目录

1. 选择“编辑”>“目录设置”(Windows)，或者选择“Lightroom”>“目录设置”(Mac OS)。

2. 选择“备份目录”>“在 Lightroom 下次退出时”。

3. 关闭窗口，然后退出 Lightroom。

还原备份目录

1. 选择“文件”>“打开目录”。

2. 导航到备份目录文件的位置。

3. 选择备份的 .lrcat 文件，然后单击“打开”。

4. （可选）将备份的目录复制到要替换它的原始目录的位置。

Adobe 还建议
Lightroom 目录常见问题解答

Lightroom 目录的工作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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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obe 支持 >
Adobe Photoshop Lightroom
> 创建和管理文件夹

创建和管理文件夹

搜索

Adobe Photoshop Lightroom 用户指南
>

在此页面上

添加包含图像的现有文件夹

添加子文件夹

添加父文件夹

移动文件夹

重命名文件夹

查看文件夹内容

同步文件夹

查找丢失的文件夹

删除文件夹

查看卷信息

选择文件夹名称的显示方式

适用于: Adobe Photoshop Lightroom 5 Adobe Photoshop Lightroom CC, Lightroom 6

包含照片的文件夹显示在图库模块的“文件夹”面板中。“文件夹”面板中的文件夹按字母数字的先后顺序排列，反映了所在卷的文件夹结构。单击卷名
右侧的三角形符号，可查看该卷上的文件夹。单击文件夹左侧的三角形，可以查看其中包含的所有子文件夹。

显示文件夹及其所含的多张照片的“文件夹”面板

可以在“文件夹”面板中添加、移动、重命名和删除文件夹。在 Lightroom 中对文件夹所做的更改会实际应用于卷上的文件夹本身。

添加包含图像的现有文件夹

每次导入照片时，系统会自动将这些照片所在的文件夹添加到“文件夹”面板中。可以通过“文件夹”面板添加文件夹以及导入其包含的照片。

1. 在图库模块中，单击“文件夹”面板中的加号图标 (+)，然后选择“添加文件夹”。

2. 执行以下任一操作：

(Windows) 在“浏览文件夹”对话框中，导航到所需的位置，选择要添加的文件夹，然后单击“确定”。也可以导航到所需的位置，然后单
击“新建文件夹”。键入一个名称来替换名称“新建文件夹”。

(Mac OS) 在“选取”或“创建新文件夹”对话框中，导航到所需的位置，选择要添加的文件夹，然后单击“选取”。也可以导航到所需的位置，
然后单击“新建文件夹”。键入文件夹名称，单击“创建”。然后单击“选择”。

3. 如果需要，在“导入照片”对话框中指定适当选项，然后单击“导入”。

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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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有某一文件夹的多个副本且希望更改 Lightroom 指定的位置，请右键单击 (Windows) 或按住 Control 键单击 (Mac OS) 文件夹并选择“更新文件
夹位置”。

添加子文件夹

1. 在图库模块的“文件夹”面板中，选择要在其中新建文件夹的文件夹。然后，单击“文件夹”面板顶部的加号图标 (+)，选择“添加子文件夹”。

2. 在“创建文件夹”对话框中，键入文件夹的名称。

3. 如果已选定照片，请指定是否要将选定照片复制到新文件夹，然后单击“创建”。

在“文件夹”面板中，新文件夹会显示在指定层次中。该新文件夹也会显示在 Windows 资源管理器或 Mac OS Finder 中。

注意:

您可以通过查看文件夹图标左侧的三角形符号来判断文件夹是否包含子文件夹。如果是实心三角形，表明文件夹包含子文件夹。如果是浅淡的虚线三

角形，则表明文件夹不包含子文件夹。

添加父文件夹

要在“文件夹”面板层级中添加新的父文件夹，请选择顶层文件夹，右键单击 (Windows) 或按住 Control 单击 (Mac OS)，然后选择“添加父文件
夹”。

移动文件夹

在 Lightroom 中，可以将文件夹移动到其它文件夹中。无法在 Lightroom 中复制文件夹。

在图库模块的“文件夹”面板中，选择一个或多个文件夹，然后拖动到其它文件夹中。

视频教程：在 Lightroom 中来回移动文件夹

通过使用 Lightroom 移动照片和文件夹，使 Lightroom 数据库中的照片位置保持最新状态。

重命名文件夹

1. 在图库模块中，从“文件夹”面板中选择一个文件夹。

2. 右键单击 (Windows) 或按住 Control 键单击 (Mac OS)，然后从菜单中选择“重命名”。

3. 覆盖原文件夹名称。

查看文件夹内容

Lightroom 可在文件夹名称的右侧显示文件夹中的照片张数。如果以后在资源管理器 (Windows) 或 Finder (Mac OS) 中向某一文件夹添加了照片，则
只有在将新增照片导入到 Lightroom 中或同步该文件夹后，“文件夹”面板中显示的照片张数才会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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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图库”模块中，执行以下任一操作：

在“文件夹”面板中，选择一个或多个项目。

选择一张照片，然后在“元数据”面板中单击“文件夹”字段旁边的右向箭头，显示照片所在的文件夹。

默认情况下，选择一个文件夹时将会在网格视图和胶片显示窗格中显示该文件夹及其所有子文件夹中的全部照片。要仅显示选定文件夹中的照

片，请清除“图库”>“包括子文件夹中的文件”。

同步文件夹

如果目录中文件夹的内容与相应卷上同一文件夹的内容不一致，可以将这两个文件夹同步。同步文件夹时，可以选择添加已添加到文件夹但尚未导入

到目录中的文件、移去已删除的文件以及扫描元数据更新。文件夹及其所有子文件夹中的照片都可以同步。可以确定导入哪些文件夹、子文件夹和文

件。

注意:

“同步文件夹”命令不检测目录中的重复照片。Lightroom 没有识别重复文件的功能。

1. 在“文件夹”面板中，选择要同步的文件夹。

2. 选择“图库”>“同步文件夹”。

3. 在“同步文件夹”对话框中，执行以下任一操作：

要导入显示在文件夹中但尚未导入到目录中的照片，请选择“导入新照片”。选中了“导入前显示导入对话框”后，可以指定导入哪些文件夹
和照片。

要移去已从文件夹中删除但尚未从目录中删除的照片，请选择“从目录中移去丢失的照片”。如果此选项灰显，则表明未丢失文件。可以选
择“显示丢失的照片”，在网格视图中显示这些照片。

要扫描在其它应用程序中对文件进行的任何元数据更改，请选择“扫描元数据更新”。

4. 单击“同步”。

5. 如果打开了“导入照片”对话框，请确认要导入的文件夹和文件，然后单击“导入”。

注意:

如果丢失的文件夹也为空，请使用“同步文件夹”命令将其从目录中移去。

查找丢失的文件夹

如果在操作系统中而不是在 Lightroom 中移动了某一文件夹，则目录和文件夹之间的链接将断开，“文件夹”面板中的相应文件夹上将出现一个问号图
标 。

1. 要恢复链接，请右键单击 (Windows) 或按住 Control 键单击 (Mac OS) 文件夹，然后从上下文菜单中选择“查找丢失的文件夹”。

2. 导航到移动的文件夹的文件路径，单击“选择”。

注意:

有关重新链接单个丢失照片的说明，请参阅查找丢失的照片。

删除文件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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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图库模块的“文件夹”面板中，选择一个或多个文件夹，然后单击减号图标 (-)。或者，右键单击 (Windows) 或按住 Control 键单击 (Mac OS)，
然后选择“移去”。

2.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单击“继续”。

此时系统会从目录和“文件夹”面板中移去选定文件夹及其所含的照片，但不会从硬盘中删除原始文件夹及其照片。

查看卷信息

“文件夹”面板提供了列出的每个卷的存储资源相关信息。例如，您可以查看某个卷是处于联机状态还是脱机状态，以及可用的磁盘空间大小。在
Lightroom 中导入和处理照片时，卷信息将动态实时更新。

要更改卷的显示信息，请右键单击 (Windows) 或按住 Control 键单击 (Mac OS) 卷名，然后选择以下项目之一：

磁盘空间

显示该卷中的已用磁盘空间/总磁盘空间量。

照片数量

显示目录中有多少张照片位于该卷上。

状态

表明该卷处于联机状态还是脱机状态。

无

隐藏所有卷信息。

右键单击 (Windows) 或按住 Control 键单击 (Mac OS) 卷名，然后选择“在资源管理器中显示”(Windows) 或“在 Finder 中显示”(Mac OS)，可以在资源管理器窗口或
Finder 窗口中打开该卷。
右键单击 (Windows) 或按住 Control 键单击 (Mac OS) 卷名，然后选择“属性”(Windows) 或“显示简介”(Mac OS)，可以查看该卷的“属
性”(Windows) 或“简介”(Mac OS) 窗口。
要更改卷名旁边的彩色 LED 提供的信息，请右键单击 (Windows) 或按住 Control 键单击 (Mac OS) 该 LED，然后选择以下菜单项之一：

显示状态

指明卷处于联机状态（绿色）还是脱机状态（红色）。

显示状态和可用空间

指明卷处于联机状态还是脱机状态，以及该资源的使用情况：

绿色

可用空间为 10 GB 或更多。

黄色

可用空间不足 10 G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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橙色

可用空间不足 5 GB。

红色

可用空间不足 1 GB，工具提示会警告该卷将满。当可用空间不足 1 MB 时，工具提示会警告该卷已满。

灰色

卷处于脱机状态，因此无法编辑位于该卷中的照片。照片不可用时，Lightroom 中仅会显示其低分辨率预览。

选择文件夹名称的显示方式

在图库模块的“文件夹”面板中，单击面板顶端的加号图标 (+)，并选择下列“显示根文件夹”选项中的一个选项：

仅文件夹名

仅显示“文件夹”面板中顶层文件夹的名称。例如，2011。

卷路径

显示“文件夹”面板中顶层文件夹的完整路径和名称。例如，Users/[用户名]/Pictures/2011。

文件夹和路径

显示顶层文件夹的名称，后接“文件夹”面板中文件夹的路径。例如，2011 - Users/[用户名]/Pictures/2011。

注意:

您可能需要拖动面板的右边缘将面板扩大，以便查看完整路径和名称。

更多此类内容

管理文件夹中的照片

视频教程：在 Lightroom 中来回移动文件夹
将照片组成堆叠

从硬盘中的文件夹导入照片

创建和管理目录

  Creative Commons 条款未涉及 Twitter 和 Facebook 帖子。

法律声明   |   在线隐私策略

Adobe Photoshop Lightroom
< 查看所有应用程序

学习和支持

新手指南

用户指南

教程

在社区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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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问题并获得专家解答。

立即提问

联系我们

来自真正专业人士的真心实意的帮助。

立即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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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obe 支持 >
Adobe Photoshop Lightroom
> 创建和管理文件夹

创建和管理文件夹

搜索

Adobe Photoshop Lightroom 用户指南
>

在此页面上

添加包含图像的现有文件夹

添加子文件夹

添加父文件夹

移动文件夹

重命名文件夹

查看文件夹内容

同步文件夹

查找丢失的文件夹

删除文件夹

查看卷信息

选择文件夹名称的显示方式

适用于: Adobe Photoshop Lightroom 5 Adobe Photoshop Lightroom CC, Lightroom 6

包含照片的文件夹显示在图库模块的“文件夹”面板中。“文件夹”面板中的文件夹按字母数字的先后顺序排列，反映了所在卷的文件夹结构。单击卷名
右侧的三角形符号，可查看该卷上的文件夹。单击文件夹左侧的三角形，可以查看其中包含的所有子文件夹。

显示文件夹及其所含的多张照片的“文件夹”面板

可以在“文件夹”面板中添加、移动、重命名和删除文件夹。在 Lightroom 中对文件夹所做的更改会实际应用于卷上的文件夹本身。

添加包含图像的现有文件夹

每次导入照片时，系统会自动将这些照片所在的文件夹添加到“文件夹”面板中。可以通过“文件夹”面板添加文件夹以及导入其包含的照片。

1. 在图库模块中，单击“文件夹”面板中的加号图标 (+)，然后选择“添加文件夹”。

2. 执行以下任一操作：

(Windows) 在“浏览文件夹”对话框中，导航到所需的位置，选择要添加的文件夹，然后单击“确定”。也可以导航到所需的位置，然后单
击“新建文件夹”。键入一个名称来替换名称“新建文件夹”。

(Mac OS) 在“选取”或“创建新文件夹”对话框中，导航到所需的位置，选择要添加的文件夹，然后单击“选取”。也可以导航到所需的位置，
然后单击“新建文件夹”。键入文件夹名称，单击“创建”。然后单击“选择”。

3. 如果需要，在“导入照片”对话框中指定适当选项，然后单击“导入”。

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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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有某一文件夹的多个副本且希望更改 Lightroom 指定的位置，请右键单击 (Windows) 或按住 Control 键单击 (Mac OS) 文件夹并选择“更新文件
夹位置”。

添加子文件夹

1. 在图库模块的“文件夹”面板中，选择要在其中新建文件夹的文件夹。然后，单击“文件夹”面板顶部的加号图标 (+)，选择“添加子文件夹”。

2. 在“创建文件夹”对话框中，键入文件夹的名称。

3. 如果已选定照片，请指定是否要将选定照片复制到新文件夹，然后单击“创建”。

在“文件夹”面板中，新文件夹会显示在指定层次中。该新文件夹也会显示在 Windows 资源管理器或 Mac OS Finder 中。

注意:

您可以通过查看文件夹图标左侧的三角形符号来判断文件夹是否包含子文件夹。如果是实心三角形，表明文件夹包含子文件夹。如果是浅淡的虚线三

角形，则表明文件夹不包含子文件夹。

添加父文件夹

要在“文件夹”面板层级中添加新的父文件夹，请选择顶层文件夹，右键单击 (Windows) 或按住 Control 单击 (Mac OS)，然后选择“添加父文件
夹”。

移动文件夹

在 Lightroom 中，可以将文件夹移动到其它文件夹中。无法在 Lightroom 中复制文件夹。

在图库模块的“文件夹”面板中，选择一个或多个文件夹，然后拖动到其它文件夹中。

视频教程：在 Lightroom 中来回移动文件夹

通过使用 Lightroom 移动照片和文件夹，使 Lightroom 数据库中的照片位置保持最新状态。

重命名文件夹

1. 在图库模块中，从“文件夹”面板中选择一个文件夹。

2. 右键单击 (Windows) 或按住 Control 键单击 (Mac OS)，然后从菜单中选择“重命名”。

3. 覆盖原文件夹名称。

查看文件夹内容

Lightroom 可在文件夹名称的右侧显示文件夹中的照片张数。如果以后在资源管理器 (Windows) 或 Finder (Mac OS) 中向某一文件夹添加了照片，则
只有在将新增照片导入到 Lightroom 中或同步该文件夹后，“文件夹”面板中显示的照片张数才会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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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图库”模块中，执行以下任一操作：

在“文件夹”面板中，选择一个或多个项目。

选择一张照片，然后在“元数据”面板中单击“文件夹”字段旁边的右向箭头，显示照片所在的文件夹。

默认情况下，选择一个文件夹时将会在网格视图和胶片显示窗格中显示该文件夹及其所有子文件夹中的全部照片。要仅显示选定文件夹中的照

片，请清除“图库”>“包括子文件夹中的文件”。

同步文件夹

如果目录中文件夹的内容与相应卷上同一文件夹的内容不一致，可以将这两个文件夹同步。同步文件夹时，可以选择添加已添加到文件夹但尚未导入

到目录中的文件、移去已删除的文件以及扫描元数据更新。文件夹及其所有子文件夹中的照片都可以同步。可以确定导入哪些文件夹、子文件夹和文

件。

注意:

“同步文件夹”命令不检测目录中的重复照片。Lightroom 没有识别重复文件的功能。

1. 在“文件夹”面板中，选择要同步的文件夹。

2. 选择“图库”>“同步文件夹”。

3. 在“同步文件夹”对话框中，执行以下任一操作：

要导入显示在文件夹中但尚未导入到目录中的照片，请选择“导入新照片”。选中了“导入前显示导入对话框”后，可以指定导入哪些文件夹
和照片。

要移去已从文件夹中删除但尚未从目录中删除的照片，请选择“从目录中移去丢失的照片”。如果此选项灰显，则表明未丢失文件。可以选
择“显示丢失的照片”，在网格视图中显示这些照片。

要扫描在其它应用程序中对文件进行的任何元数据更改，请选择“扫描元数据更新”。

4. 单击“同步”。

5. 如果打开了“导入照片”对话框，请确认要导入的文件夹和文件，然后单击“导入”。

注意:

如果丢失的文件夹也为空，请使用“同步文件夹”命令将其从目录中移去。

查找丢失的文件夹

如果在操作系统中而不是在 Lightroom 中移动了某一文件夹，则目录和文件夹之间的链接将断开，“文件夹”面板中的相应文件夹上将出现一个问号图
标 。

1. 要恢复链接，请右键单击 (Windows) 或按住 Control 键单击 (Mac OS) 文件夹，然后从上下文菜单中选择“查找丢失的文件夹”。

2. 导航到移动的文件夹的文件路径，单击“选择”。

注意:

有关重新链接单个丢失照片的说明，请参阅查找丢失的照片。

删除文件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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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图库模块的“文件夹”面板中，选择一个或多个文件夹，然后单击减号图标 (-)。或者，右键单击 (Windows) 或按住 Control 键单击 (Mac OS)，
然后选择“移去”。

2.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单击“继续”。

此时系统会从目录和“文件夹”面板中移去选定文件夹及其所含的照片，但不会从硬盘中删除原始文件夹及其照片。

查看卷信息

“文件夹”面板提供了列出的每个卷的存储资源相关信息。例如，您可以查看某个卷是处于联机状态还是脱机状态，以及可用的磁盘空间大小。在
Lightroom 中导入和处理照片时，卷信息将动态实时更新。

要更改卷的显示信息，请右键单击 (Windows) 或按住 Control 键单击 (Mac OS) 卷名，然后选择以下项目之一：

磁盘空间

显示该卷中的已用磁盘空间/总磁盘空间量。

照片数量

显示目录中有多少张照片位于该卷上。

状态

表明该卷处于联机状态还是脱机状态。

无

隐藏所有卷信息。

右键单击 (Windows) 或按住 Control 键单击 (Mac OS) 卷名，然后选择“在资源管理器中显示”(Windows) 或“在 Finder 中显示”(Mac OS)，可以在资源管理器窗口或
Finder 窗口中打开该卷。
右键单击 (Windows) 或按住 Control 键单击 (Mac OS) 卷名，然后选择“属性”(Windows) 或“显示简介”(Mac OS)，可以查看该卷的“属
性”(Windows) 或“简介”(Mac OS) 窗口。
要更改卷名旁边的彩色 LED 提供的信息，请右键单击 (Windows) 或按住 Control 键单击 (Mac OS) 该 LED，然后选择以下菜单项之一：

显示状态

指明卷处于联机状态（绿色）还是脱机状态（红色）。

显示状态和可用空间

指明卷处于联机状态还是脱机状态，以及该资源的使用情况：

绿色

可用空间为 10 GB 或更多。

黄色

可用空间不足 10 G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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橙色

可用空间不足 5 GB。

红色

可用空间不足 1 GB，工具提示会警告该卷将满。当可用空间不足 1 MB 时，工具提示会警告该卷已满。

灰色

卷处于脱机状态，因此无法编辑位于该卷中的照片。照片不可用时，Lightroom 中仅会显示其低分辨率预览。

选择文件夹名称的显示方式

在图库模块的“文件夹”面板中，单击面板顶端的加号图标 (+)，并选择下列“显示根文件夹”选项中的一个选项：

仅文件夹名

仅显示“文件夹”面板中顶层文件夹的名称。例如，2011。

卷路径

显示“文件夹”面板中顶层文件夹的完整路径和名称。例如，Users/[用户名]/Pictures/2011。

文件夹和路径

显示顶层文件夹的名称，后接“文件夹”面板中文件夹的路径。例如，2011 - Users/[用户名]/Pictures/2011。

注意:

您可能需要拖动面板的右边缘将面板扩大，以便查看完整路径和名称。

更多此类内容

管理文件夹中的照片

视频教程：在 Lightroom 中来回移动文件夹
将照片组成堆叠

从硬盘中的文件夹导入照片

创建和管理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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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问题并获得专家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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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obe 支持 >
Adobe Photoshop Lightroom
> 创建和管理文件夹

创建和管理文件夹

搜索

Adobe Photoshop Lightroom 用户指南
>

在此页面上

添加包含图像的现有文件夹

添加子文件夹

添加父文件夹

移动文件夹

重命名文件夹

查看文件夹内容

同步文件夹

查找丢失的文件夹

删除文件夹

查看卷信息

选择文件夹名称的显示方式

适用于: Adobe Photoshop Lightroom 5 Adobe Photoshop Lightroom CC, Lightroom 6

包含照片的文件夹显示在图库模块的“文件夹”面板中。“文件夹”面板中的文件夹按字母数字的先后顺序排列，反映了所在卷的文件夹结构。单击卷名
右侧的三角形符号，可查看该卷上的文件夹。单击文件夹左侧的三角形，可以查看其中包含的所有子文件夹。

显示文件夹及其所含的多张照片的“文件夹”面板

可以在“文件夹”面板中添加、移动、重命名和删除文件夹。在 Lightroom 中对文件夹所做的更改会实际应用于卷上的文件夹本身。

添加包含图像的现有文件夹

每次导入照片时，系统会自动将这些照片所在的文件夹添加到“文件夹”面板中。可以通过“文件夹”面板添加文件夹以及导入其包含的照片。

1. 在图库模块中，单击“文件夹”面板中的加号图标 (+)，然后选择“添加文件夹”。

2. 执行以下任一操作：

(Windows) 在“浏览文件夹”对话框中，导航到所需的位置，选择要添加的文件夹，然后单击“确定”。也可以导航到所需的位置，然后单
击“新建文件夹”。键入一个名称来替换名称“新建文件夹”。

(Mac OS) 在“选取”或“创建新文件夹”对话框中，导航到所需的位置，选择要添加的文件夹，然后单击“选取”。也可以导航到所需的位置，
然后单击“新建文件夹”。键入文件夹名称，单击“创建”。然后单击“选择”。

3. 如果需要，在“导入照片”对话框中指定适当选项，然后单击“导入”。

注意:

218

http://idiom-q-win-1/cn/zh-Hans/support.html
http://idiom-q-win-1/cn/zh-Hans/support.html
http://idiom-q-win-1/cn/zh-Hans/support.html


如果您有某一文件夹的多个副本且希望更改 Lightroom 指定的位置，请右键单击 (Windows) 或按住 Control 键单击 (Mac OS) 文件夹并选择“更新文件
夹位置”。

添加子文件夹

1. 在图库模块的“文件夹”面板中，选择要在其中新建文件夹的文件夹。然后，单击“文件夹”面板顶部的加号图标 (+)，选择“添加子文件夹”。

2. 在“创建文件夹”对话框中，键入文件夹的名称。

3. 如果已选定照片，请指定是否要将选定照片复制到新文件夹，然后单击“创建”。

在“文件夹”面板中，新文件夹会显示在指定层次中。该新文件夹也会显示在 Windows 资源管理器或 Mac OS Finder 中。

注意:

您可以通过查看文件夹图标左侧的三角形符号来判断文件夹是否包含子文件夹。如果是实心三角形，表明文件夹包含子文件夹。如果是浅淡的虚线三

角形，则表明文件夹不包含子文件夹。

添加父文件夹

要在“文件夹”面板层级中添加新的父文件夹，请选择顶层文件夹，右键单击 (Windows) 或按住 Control 单击 (Mac OS)，然后选择“添加父文件
夹”。

移动文件夹

在 Lightroom 中，可以将文件夹移动到其它文件夹中。无法在 Lightroom 中复制文件夹。

在图库模块的“文件夹”面板中，选择一个或多个文件夹，然后拖动到其它文件夹中。

视频教程：在 Lightroom 中来回移动文件夹

通过使用 Lightroom 移动照片和文件夹，使 Lightroom 数据库中的照片位置保持最新状态。

重命名文件夹

1. 在图库模块中，从“文件夹”面板中选择一个文件夹。

2. 右键单击 (Windows) 或按住 Control 键单击 (Mac OS)，然后从菜单中选择“重命名”。

3. 覆盖原文件夹名称。

查看文件夹内容

Lightroom 可在文件夹名称的右侧显示文件夹中的照片张数。如果以后在资源管理器 (Windows) 或 Finder (Mac OS) 中向某一文件夹添加了照片，则
只有在将新增照片导入到 Lightroom 中或同步该文件夹后，“文件夹”面板中显示的照片张数才会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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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图库”模块中，执行以下任一操作：

在“文件夹”面板中，选择一个或多个项目。

选择一张照片，然后在“元数据”面板中单击“文件夹”字段旁边的右向箭头，显示照片所在的文件夹。

默认情况下，选择一个文件夹时将会在网格视图和胶片显示窗格中显示该文件夹及其所有子文件夹中的全部照片。要仅显示选定文件夹中的照

片，请清除“图库”>“包括子文件夹中的文件”。

同步文件夹

如果目录中文件夹的内容与相应卷上同一文件夹的内容不一致，可以将这两个文件夹同步。同步文件夹时，可以选择添加已添加到文件夹但尚未导入

到目录中的文件、移去已删除的文件以及扫描元数据更新。文件夹及其所有子文件夹中的照片都可以同步。可以确定导入哪些文件夹、子文件夹和文

件。

注意:

“同步文件夹”命令不检测目录中的重复照片。Lightroom 没有识别重复文件的功能。

1. 在“文件夹”面板中，选择要同步的文件夹。

2. 选择“图库”>“同步文件夹”。

3. 在“同步文件夹”对话框中，执行以下任一操作：

要导入显示在文件夹中但尚未导入到目录中的照片，请选择“导入新照片”。选中了“导入前显示导入对话框”后，可以指定导入哪些文件夹
和照片。

要移去已从文件夹中删除但尚未从目录中删除的照片，请选择“从目录中移去丢失的照片”。如果此选项灰显，则表明未丢失文件。可以选
择“显示丢失的照片”，在网格视图中显示这些照片。

要扫描在其它应用程序中对文件进行的任何元数据更改，请选择“扫描元数据更新”。

4. 单击“同步”。

5. 如果打开了“导入照片”对话框，请确认要导入的文件夹和文件，然后单击“导入”。

注意:

如果丢失的文件夹也为空，请使用“同步文件夹”命令将其从目录中移去。

查找丢失的文件夹

如果在操作系统中而不是在 Lightroom 中移动了某一文件夹，则目录和文件夹之间的链接将断开，“文件夹”面板中的相应文件夹上将出现一个问号图
标 。

1. 要恢复链接，请右键单击 (Windows) 或按住 Control 键单击 (Mac OS) 文件夹，然后从上下文菜单中选择“查找丢失的文件夹”。

2. 导航到移动的文件夹的文件路径，单击“选择”。

注意:

有关重新链接单个丢失照片的说明，请参阅查找丢失的照片。

删除文件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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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图库模块的“文件夹”面板中，选择一个或多个文件夹，然后单击减号图标 (-)。或者，右键单击 (Windows) 或按住 Control 键单击 (Mac OS)，
然后选择“移去”。

2.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单击“继续”。

此时系统会从目录和“文件夹”面板中移去选定文件夹及其所含的照片，但不会从硬盘中删除原始文件夹及其照片。

查看卷信息

“文件夹”面板提供了列出的每个卷的存储资源相关信息。例如，您可以查看某个卷是处于联机状态还是脱机状态，以及可用的磁盘空间大小。在
Lightroom 中导入和处理照片时，卷信息将动态实时更新。

要更改卷的显示信息，请右键单击 (Windows) 或按住 Control 键单击 (Mac OS) 卷名，然后选择以下项目之一：

磁盘空间

显示该卷中的已用磁盘空间/总磁盘空间量。

照片数量

显示目录中有多少张照片位于该卷上。

状态

表明该卷处于联机状态还是脱机状态。

无

隐藏所有卷信息。

右键单击 (Windows) 或按住 Control 键单击 (Mac OS) 卷名，然后选择“在资源管理器中显示”(Windows) 或“在 Finder 中显示”(Mac OS)，可以在资源管理器窗口或
Finder 窗口中打开该卷。
右键单击 (Windows) 或按住 Control 键单击 (Mac OS) 卷名，然后选择“属性”(Windows) 或“显示简介”(Mac OS)，可以查看该卷的“属
性”(Windows) 或“简介”(Mac OS) 窗口。
要更改卷名旁边的彩色 LED 提供的信息，请右键单击 (Windows) 或按住 Control 键单击 (Mac OS) 该 LED，然后选择以下菜单项之一：

显示状态

指明卷处于联机状态（绿色）还是脱机状态（红色）。

显示状态和可用空间

指明卷处于联机状态还是脱机状态，以及该资源的使用情况：

绿色

可用空间为 10 GB 或更多。

黄色

可用空间不足 10 G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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橙色

可用空间不足 5 GB。

红色

可用空间不足 1 GB，工具提示会警告该卷将满。当可用空间不足 1 MB 时，工具提示会警告该卷已满。

灰色

卷处于脱机状态，因此无法编辑位于该卷中的照片。照片不可用时，Lightroom 中仅会显示其低分辨率预览。

选择文件夹名称的显示方式

在图库模块的“文件夹”面板中，单击面板顶端的加号图标 (+)，并选择下列“显示根文件夹”选项中的一个选项：

仅文件夹名

仅显示“文件夹”面板中顶层文件夹的名称。例如，2011。

卷路径

显示“文件夹”面板中顶层文件夹的完整路径和名称。例如，Users/[用户名]/Pictures/2011。

文件夹和路径

显示顶层文件夹的名称，后接“文件夹”面板中文件夹的路径。例如，2011 - Users/[用户名]/Pictures/2011。

注意:

您可能需要拖动面板的右边缘将面板扩大，以便查看完整路径和名称。

更多此类内容

管理文件夹中的照片

视频教程：在 Lightroom 中来回移动文件夹
将照片组成堆叠

从硬盘中的文件夹导入照片

创建和管理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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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问题并获得专家解答。

立即提问

联系我们

来自真正专业人士的真心实意的帮助。

立即开始

^ 返回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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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照片

转到页首

转到页首

注意:

转到页首

转到页首

重命名照片

将照片移至其它文件夹

在“图库”模块中打开文件夹中的照片
在资源管理器或 Finder 中打开文件
旋转照片

翻转照片

使用喷涂工具旋转或翻转照片

从目录中移去照片

更新由其它应用程序更改的照片

将照片转换为 DNG 格式
创建虚拟副本

重命名照片

1. 在“图库”模块的网格视图或胶片显示窗格中选择一张或多张照片，然后选择“图库”>“重命名照片”。

2. 在“重命名照片”对话框中，从“文件命名”菜单选择一个选项。选择“编辑”以使用“文件名模板编辑器”指定自定名称。请参阅命名选
项和文件名模板编辑器和文本模板编辑器。

如果您指定使用序号的命名选项，Lightroom 会对照片顺序编号。如果不希望从“1”开始编号，可以在“起始编号”框中键入其他数
字。

要快速重命名图库模块中的单张照片，请选择该照片，然后在“元数据”面板的“文件名”字段键入新名称。

将照片移至其它文件夹

1. （可选）如果不希望将照片移到现有文件夹中，请创建一个新文件夹。请参阅创建和管理文件夹。

2. 在“图库”模块的网格视图中，选择要移动的一张或多张照片。

如果您移动的照片位于外部硬盘上，请确保在您尝试移动这些照片之前，该硬盘处于通电状态。

3. 将照片拖动到“文件夹”面板的目标文件夹中：从缩览图的中心而不是边缘拖动。

无法在 Lightroom 中复制照片。

照片将移动到 Lightroom 以及硬盘上的目标文件夹中。

了解更多.观看本视频以了解将照片移到另一个文件夹的提示：“事后移动文件夹”

在“图库”模块中打开文件夹中的照片

选择照片，然后选择“照片”>“在图库的文件夹中显示”。

此时该照片将会在网格视图中选定，而其文件夹在“文件夹”面板中被选定。

在资源管理器或 Finder 中打开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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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到页首

转到页首

水平翻转

垂直翻转

转到页首

注意:

转到页首

注意:

选择照片，然后选择“照片”>“在资源管理器中显示”(Windows) 或“在 Finder 中显示”(Mac OS)。

此时在资源管理器或 Finder 窗口中，该文件处于选中状态。

旋转照片

可交换图像格式 (EXIF) 数据中包含方向元数据时，导入到目录中的照片可自动旋转。否则，可以手动旋转照片。

在“图库”模块中，执行以下任一操作：

在网格视图中，选择一个或多个照片，将鼠标指针移到缩览图上，单击任意单元格下部角落中的任意一个旋转图标。或者，选

择“照片”>“逆时针旋转”或者“照片”>“顺时针旋转”。所有选定照片都将旋转。

在放大视图或筛选视图中，单击工具栏中的旋转图标可旋转现用照片。

注意：如果工具栏上没有显示“旋转”图标，请从工具栏弹出菜单中选择“旋转”。

在放大视图、比较视图或筛选视图中，选择“照片”>“逆时针旋转”或“顺时针旋转”，可旋转现用照片。

翻转照片

1. 在图库模块的网格视图或“胶片显示窗格”中，选择一张或多张照片。

2. 从“照片”菜单选择以下选项之一：

使照片沿着垂直轴水平翻转。

使照片沿着水平轴垂直翻转。

在放大、比较和筛选视图中，只会翻转现用照片。

选择“视图”>“启用镜像模式”，使目录中的所有照片沿着垂直轴水平翻转。

使用喷涂工具旋转或翻转照片

1. 在网格视图中，选择工具栏上的“喷涂工具”，然后从工具栏的“喷涂”菜单中选择“旋转”。

如果工具栏上没有显示“喷涂工具”，请从工具栏弹出菜单中选择“喷涂工具”。

2. 在工具栏中选择“旋转”或“翻转”选项之一，然后单击照片或在各张照片上拖动以应用此设置。

3. 要关闭“喷涂工具”，请单击工具栏中的圆形图标。关闭后，工具栏中将显示“喷涂工具”图标。

从目录中移去照片

1. 在“图库”模块的网格视图中选择一张或多张照片，或者在放大、比较或筛选视图中在胶片显示窗格中选择单张照片。

2. 执行以下任一操作：

按 Backspace 键 (Windows) 或 Delete 键 (Mac OS)。

选择“照片”>“删除照片”。

查看收藏夹时，按 Backspace 键 (Windows) 或 Delete 键 (Mac OS)，可从该收藏夹（而不是目录）中移去选定照片，此
时不会显示“确认”对话框。要同时从收藏夹和目录中移去照片，请选择照片，并按 Ctrl+Alt+Shift+Delete (Windows) 或
Command+Option+Shift+Delete (Mac OS)。请参阅从收藏夹中移去照片。

3. 在“确认”对话框中，单击以下任一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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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去

从磁盘删除

注意:

转到页首

从磁盘导入设置

覆盖设置

无操作

转到页首

注意:

只转换原始文件

转换成功后删除原始文件

文件扩展名

兼容

JPEG 预览

从目录中移去照片，但不将照片发送至“回收站”(Windows) 或“废纸篓”(Mac OS)。

从目录中移去照片，并将照片发送至“回收站”(Windows) 或“废纸篓”(Mac OS)。

在放大、比较或筛选视图中，如果在胶片显示窗格中选定了多张照片，则只会删除现用照片。

选择照片，然后按 Delete 键 (Windows) 或 Forward Delete 键（Mac OS，仅适用于全尺寸键盘）时，也会将照片从目录
中移去，但不会将其发送至“回收站”(Windows) 或“废纸篓”(Mac OS)。

更新由其它应用程序更改的照片

如果目录中的照片由其它应用程序进行了更改，Lightroom 会在网格视图的图像单元格中显示警告。例如，如果某张照片在 Lightroom 中设置为 1 星
级，而其它应用程序将此照片更新为 2 星级，则您需要决定采用哪一个星级。这两种星级不能同时存在。在 Lightroom 中，可以通过以下两种方法解
决照片元数据冲突的问题：使用照片或其附属 XMP 文件中的元数据覆盖目录中的照片数据，或者使用存储在目录中的照片数据覆盖照片文件或其附属
XMP 文件中的元数据。

1. 在窗格视图中，单击单元格中的警告图标。

2. 在“确认”对话框中，选择下列选项之一：

从照片或其附属 XMP 文件中导入元数据，覆盖目录中的照片数据。

将目录中的元数据导出到照片文件中，覆盖照片或其附属 XMP 文件中的数据。

不执行任何操作。如果选择此选项，请确保目录中的照片元数据与照片或其附属 XMP 文件中的数据没有冲突。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将 Lightroom 元数据与 Camera Raw 和 Adobe Bridge 同步。

将照片转换为 DNG 格式

在 Lightroom 中，可以将 Camera Raw 文件转换为 DNG 格式，从而可以进行归档并利用 DNG 功能。将照片转换为 DNG 格式后，DNG 文件将会替
换目录中的原始文件。转换完成后，可以删除或保留磁盘中的原始文件。

1. 在网格视图中选择一张或多张照片，或者在放大、比较或筛选视图中在胶片显示窗格中选择单张照片。然后，选择“图库”>“将照片
转换为 DNG 格式”。

在放大、比较或筛选视图中，如果在胶片显示窗格中选定了多张照片，则只会将现用的照片转换为 DNG 格式。

2. 在“将照片转换为 DNG 格式”对话框中，选择以下任意转换选项：

忽略不是 Camera Raw 文件的照片。取消选中该选项可以转换所有选定照片，包括 JPEG、TIFF 和 PSD 格式
的照片。

转换完成后，删除原始照片文件。取消选中该选项可以保留磁盘上的原始文件。

让文件的扩展名为 .dng 或 .DNG。

指定可以读取该文件的 Camera Raw 和 Lightroom 版本。使用工具提示帮助您选择。

确定导出的 JPEG 预览是全尺寸、中等尺寸还是不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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嵌入快速载入数据

使用有损压缩

嵌入原始 Raw 文件

转到页首

允许图像在“修改照片”模块中更快地载入，但这将会略微增加文件的大小。

显著地降低文件的大小，但可能会导致图像质量下降。

将所有原相机的原始数据存储在 DNG 文件中。

有关 DNG 的详细信息，请参阅支持的文件格式。

创建虚拟副本

通过对原始（主）照片的多个虚拟副本应用不同的调整设置，可以创建照片的多个版本。虚拟副本不是真正的照片或照片的拷贝。虚拟副本只是目录

中存储不同调整设置的元数据。

可以创建照片的一个虚拟副本，然后对其应用调整设置。如果要获得主照片的其它版本，可以再创建一个虚拟副本，然后对其应用新设置。可以根据

需要为主体照片创建多个虚拟副本。甚至还可以将其中一个虚拟副本设置成主体照片，使以前的主体照片成为虚拟副本。

创建后，虚拟副本会自动与主体照片堆叠。在网格视图或胶片显示窗格中，主体照片缩览图的左上角会显示图像的数目。虚拟副本缩览图的左下角会

显示翻页图标。

A. 原始（主体）照片 B. 标有翻页图标的虚拟副本 

在外部编辑器中将虚拟副本作为主体照片的副本导出时，或作为副本进行编辑时，虚拟副本将变为实际照片。

创建照片的虚拟副本时，“元数据”面板的“副本名”字段中会自动添加“副本_1”（或“副本_2”、“副本_3”等）。

在“图库”中的网格视图或者任意模块中的胶片显示窗格内，右键单击 (Windows) 或按住 Control 键单击 (Mac OS) 一张照片，然后
从上下文菜单中选择“创建虚拟副本”。
在“图库”中的网格视图或者任意模块中的胶片显示窗格内，右键单击 (Windows) 或按住 Control 键单击 (Mac OS) 来选择多张照
片，然后从上下文菜单中选择“创建虚拟副本”。

提示：如果副本未显示在网格视图中，可能是因为照片处在一个折叠的堆叠中。此时请选择“照片”>“堆叠”>“展开全部堆叠”。如果
还未显示照片，可能是因为照片被过滤了。此时请尝试使用其他显示方法，例如在“目录”面板中选择“所有照片”。

在“图库”模块中，在网格视图或胶片显示窗格内选择照片的虚拟副本，然后选择“照片”>“设置副本为主体照片”。
要删除或移去虚拟副本，请在“图库”模块中其文件夹内展开虚拟副本堆叠（按 S 键）。然后在网格视图或胶片显示窗格中右键单击
(Windows) 或按住 Control 键单击 (Mac OS) 虚拟副本，然后选择“删除照片”。

注意：使用收藏夹时，无法编辑堆叠。您必须在堆叠的文件夹中查看相应的堆叠，以展开、折叠及管理这些堆叠。

Adobe 还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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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

此页面链接的部分内容可能仅以英文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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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地图模块

转到页首

转到页首

包含的内容

在地图上查看照片

导航地图

使用照片和 GPS 数据
使照片与跟踪日志匹配，以便自动标记 GPS 坐标
存储位置

来自专家：

在地图上查看照片

在地图模块中，您可以在 Google 地图上查看拍摄照片的位置。它使用嵌入在照片元数据中的 GPS 坐标在地图
上绘制照片。

大多数移动电话摄像头（包括 iPhone）都在元数据中记录 GPS 坐标。如果您的摄像头不记录 GPS 坐标，可将
其添加到地图模块中，或从 GPS 设备导入跟踪日志。

您必须处于联机状态才能使用地图模块。地图以默认 Web 浏览器所使用的语言进行显示，它可能不同于您正在
使用的 Lightroom 的语言版本。

要查看某张照片是否使用 GPS 元数据进行了标记，请选择在“图库”或地图模块的“元数据”面板中预设的“位
置”。然后，在 GPS 字段中查找坐标。

地图模块

A. “存储的位置”面板 B. “地图样式”菜单 C. 缩放滑块 D. 选定的照片 E. 地图键 F. “元数据”面板 

导航地图

要在地图模块中导航地图，请执行以下任一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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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星

路线图

混合

地形

亮或暗

转到页首

注意:

双击地图以放大该位置

在工具栏中拖动缩放滑块放大或缩小。

注意：地图模块还支持使用鼠标滚轮和在触控板上使用多点触手势进行缩放。

按 Alt (Windows) 或 Option (Mac OS) 并在预览区域内拖动以放大该区域。

拖动地图以在预览区域中对其重新定位。

在预览区域右上角的“搜索”字段中输入一个位置，以转到该位置。

通过从工具栏的“地图样式”菜单中选择一个选项来指定地图的外观：

显示位置的卫星摄影。

在平面图形背景上显示道路和地理的边界和界标。

在卫星摄影上叠加道路和地理数据。

景观的图形表示。

路线图数据的亮或暗的低对比度描绘。

使用照片和 GPS 数据

要将 GPS 坐标添加到照片（并将照片添加到地图）中，请执行以下任一操作：

将照片从胶片显示窗格中拖放到地图上。

在胶片显示窗格中选择一张或多张照片，然后在按住 Ctrl 键 (Windows) 或 Command
键 (Mac OS) 的同时单击地图位置。

在胶片显示窗格中选择一张或多张照片，然后右键单击 (Windows) 或按住 Control 键的
同时单击 (Mac OS) 地图位置，并选择“在选定照片中添加 GPS 定位”。

要查看特定位置的照片的缩览图预览，请单击照片标记。

选择“视图”>“显示地图符号表”可获得说明照片标记的叠加信息。

地图模块预览标记符号表

要从照片中移去 GPS 元数据（并从地图中移去照片），请执行以下任一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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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上可见

已标记的照片/未标记的照片

无

注意:

注意:

转到页首

在地图上选择照片的标记并按 Delete。

右键单击 (Windows) 或按住 Control 键的同时单击 (Mac OS) 此标记，并选择“删除
GPS 定位”。

在地图模块的胶片显示窗格中选择照片并按 Delete。

单击“GPS 跟踪日志”按钮，然后选择“载入跟踪日志”，可以通过第三方设备上载 GPS 数据
（GPX 文件）。

“位置过滤器”可以向您展示胶片显示窗格中的哪些照片将会显示在地图上。

显示胶片显示窗格中的哪些照片位于当前地图视图中。

显示胶片显示窗格中的哪些照片使用 GPS 数据进行了标记或未使用 GPS
数据进行标记。

清除位置过滤器。

导出照片时，可忽略照片中的 GPS 元数据。在“导出”对话框中，转到“元数据”面板，然后选择“删除位置
信息”。

使照片与跟踪日志匹配，以便自动标记 GPS 坐标

载入跟踪日志

要载入跟踪日志（仅限 GPX 文件），请单击“地图”>“跟踪日志”>“载入跟踪日志”。

在地图模块中载入跟踪日志（GPX 文件）后，Lightroom 将（在当前选定的目录中）查找拍摄日期与跟踪日志日
期匹配的照片。如果找到匹配的照片，Lightroom 允许您使用“自动标记”选项，自动标记选定的匹配照片的 GPS
坐标。操作方法：

1. 在地图模块的胶片显示窗格中选择匹配的照片。
2. 选择“地图”>“跟踪日志”>“自动标记选定的照片”。

设置时区偏移

如果您的照片是在前往另一个时区旅游时拍摄的，或者拍摄时相机的时钟设置不正确，则照片可能与记录的跟踪

日志不匹配。在这些情况下，您可以在 Lightroom 中设置时区偏移值（以小时为单位）。您可以通过该值调整跟
踪日志中的时间，使其与相机时间/照片拍摄时间匹配，以便可以使用“自动标记”选项将照片放置在跟踪日志中。

要设置时区偏移，请执行以下操作：

1. 在地图模块的胶片显示窗格中，选择想要与跟踪日志匹配的照片。
2. 选择“地图”>“跟踪日志”>“设置时区偏移”。

在“偏移时区”对话框中，调整“偏移”滑块。

3. 单击“确定”。

“偏移时区”对话框将显示选定照片的拍摄时间范围和跟踪日志中的时间范围。调整“偏移”滑块的值，使两个范
围相互重叠。

如果“偏移”滑块值看上去与跟踪日志时区和照片时区不匹配，则 Lightroom 会以红色高亮显示跟踪日志时
间作为提醒。但是，您仍然可以设置该偏移值。

存储位置

对于在定义的邻近位置内拍摄的照片，可创建一个存储的位置。例如，如果您到希腊旅行为某位顾客拍摄照片，

可创建一个存储的位置，其中包含您游览过的岛屿。

1. 在地图模块中，导航到地图上的某个位置，然后单击“存储的位置”面板中的 + 按钮。“存储
的位置”面板位于 Lightroom 窗口的左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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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径

私密

2. 在“新建位置”对话框中，为该位置输入一个名称，然后选择一个文件夹将其存储到其中。

以英尺、英里、米或千米为单位定义半径，表示与可视地图区域中心之间的距离。

从 Lightroom 中导出存储的位置中的照片时，移去所有 IPTC 位置元数据，其中包括
GPS 坐标、子位置、城市、省/直辖市/自治区、国家/地区以及 ISO 国家/地区代码。

3. 单击“创建”。

该位置在地图上标为白色圆圈，圆心有一个白色针脚 ，圆周上也有一个针脚。

4. 使用存储的位置时，执行以下任一操作：

在“存储的位置”面板中选择或取消选择一个位置，以便在地图上查看该位置。

地图模块中的“存储的位置”面板

要将照片添加到位置中，请执行以下任一操作：

将一张或多张照片从胶片显示窗格拖动到地图中的白色圆圈内。

在胶片显示窗格中选择一张或多张照片，然后在“存储的位置”面板中选中位置名称
旁边的复选框。

要转到地图上的某个位置，请在“存储的位置”面板中单击位置名称旁边的右箭头按钮。

要编辑某个位置，在“存储的位置”面板中右键单击 (Windows) 或按住 Control 键单击
(Mac OS) 该位置，然后选择“位置选项”。

小提示：您还可以在地图中拖动位置圆圈顶部的标记  来调整半径。拖动圆心的针脚可
在地图上移动位置。

要删除某个位置，在“存储的位置”面板中选中该位置，然后单击减号 (-) 按钮。或者，
在“存储的位置”面板中或在地图上右键单击 (Windows) 或按住 Control 键单击 (Mac
OS) 该位置，然后选择“删除”。

232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sa/3.0/
http://help.adobe.com/zh_CN/legalnotices/index.html
https://www.adobe.com/go/gffooter_online_privacy_policy_cn


组织照片

此页面链接的部分内容可能仅以英文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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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obe 支持 >
Adobe Photoshop Lightroom
> 使用照片收藏夹

使用照片收藏夹

搜索

Adobe Photoshop Lightroom 用户指南
>

在此页面上

收藏夹类型

使用收藏夹和收藏夹集

使用快捷收藏夹

使用智能收藏夹

使用“所有已同步照片”收藏夹
将收藏夹导出为目录

适用于: Adobe Photoshop Lightroom 5 Adobe Photoshop Lightroom CC, Lightroom 6
已在 Lightroom CC 2015.7/Lightroom 6.7 中更新

收藏夹类型

使用“收藏夹”可将照片组合在一个位置，以便于您轻松查看照片或执行各种任务。例如，您可以将收藏夹中的照片组合到幻灯片放映、照片小样或
Web 照片画廊中。创建后，每个模块的“收藏夹”面板中都会列出这些收藏夹。需要时，可以随时选择它们。并且您还可以根据需要创建多个收藏夹。

普通收藏夹：您选择放入组中的一组任意照片。

智能收藏夹：基于定义的规则创建的收藏夹。例如，可以创建一个包含所有具有五星级和红色色标照片的智能收藏夹。符合标准的照片将会自动添加

到该智能收藏夹中。

快捷收藏夹：可将某些任务的照片临时分组到快捷收藏夹中。与普通收藏夹或智能收藏夹不同，目录中一次只能存在一个快捷收藏夹。

使用收藏夹时，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确保您已了解目录与收藏夹的不同之处：收藏夹是目录中的照片组。

同一照片可以属于多个收藏夹。

无法在收藏夹中堆叠照片。

可以更改普通收藏夹中照片的排列顺序，但无法通过“用户顺序”或拖动方式来重新排列智能收藏夹中的照片。

从收藏夹中移去照片时，并不会从目录中移去该照片，也不会将其发送到“回收站”(Windows) 或“废纸篓”(Mac OS)。

可以创建收藏夹集来组织收藏夹。

您可以明确将“幻灯片”模块、“打印”模块及 Web 模块设置存储为输出收藏夹。请参阅将幻灯片放映设置存储为幻灯片放映收藏夹、将打印设置
存储为打印收藏夹以及将 Web 设置存储为 Web 收藏夹。

注意:

有关使用关键字组织照片的视频，请参阅关键字概述。

使用收藏夹和收藏夹集

创建收藏夹

1. 在网格视图中选择所需照片，然后执行以下任一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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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图库 > 新建收藏夹。

单击“收藏夹”面板中的加号图标 (+)，然后选择创建收藏夹。

2. 在“创建收藏夹”对话框的“收藏夹”框中键入名称。

3. 如果要将此收藏夹收入到某一收藏夹集中，请从“集”菜单中选择该收藏夹集。否则，请选择无。

4. 选择包括选定的照片选项。

5. 如果要使此收藏夹在您的 Lightroom mobile 应用程序中可用，请选择与 Lightroom mobile 同步选项。

6. 单击创建。

该收藏夹将显示在“收藏夹”面板中，并带有照片打印图标 。在网格视图和胶片显示窗格中，属于收藏夹的照片都会显示一个“照片在收藏夹中”徽章 
。

创建收藏夹集

“收藏夹集”是包含一或多个收藏夹的容器。借助收藏夹集，可以灵活地组织和管理照片。收藏夹集并不包含实际照片，而仅包含各种收藏夹，如普通
收藏夹、智能收藏夹和输出创建。收藏夹集具有一个文件柜图标 。

1. 在“图库”模块中，执行以下任一操作：

选择图库 > 新建收藏夹集。

单击“收藏夹”面板中的加号图标 (+)，然后选择创建收藏夹集。

2. 在“创建收藏夹集”对话框中，键入收藏夹集的名称。

3. 如果要将新收藏夹集并入到现有收藏夹集中，请从“集”菜单中选择现有集。否则，请选择无。

4. 单击创建。

5. 在“收藏夹”面板中，将任一收藏夹拖到收藏夹集文件夹，将其添加到该收藏夹集中。

删除收藏夹或收藏夹集

删除收藏夹时，不会从目录或磁盘中删除任何照片。

在“收藏夹”面板中，执行以下任一操作：

选择收藏夹或收藏夹集，然后单击减号图标 (-)。

右键单击 (Windows) 或按住 Control 键单击 (Mac OS) 收藏夹或收藏夹集，然后选择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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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照片添加到收藏夹

将照片从网格视图拖动到“收藏夹”面板中的收藏夹内。

识别收藏夹中的照片

收藏夹中的照片在网格视图和“胶片显示窗格”中显示“照片在收藏夹中”徽章 。单击该徽章可查看照片位于哪些收藏夹中。

注意：此时不会列出智能收藏夹。

在收藏夹中，按住 Ctrl 键单击 (Mac OS) 或右键单击 (Windows) 照片，然后选择转到图库中的文件夹，以转到包含照片的文件夹。

从收藏夹中移去照片

1. 在“收藏夹”面板中选择一个收藏夹。

2. 在网格视图中选择照片，然后选择照片 > 从收藏夹中移去，或者按 Delete。

在收藏夹之间复制或移动照片

1. 在“图库”模块中，在“收藏夹”面板上选择一个收藏夹。

2. 在网格视图中选择照片。

3. 要复制选定照片，请将其拖放到“收藏夹”面板中要添加这些照片的收藏夹。

4. 要移动选定照片，请在将这些照片拖到新收藏夹中后，将其从原始收藏夹删除。

对收藏夹进行排序

在“收藏夹”面板中，单击加号图标 (+)，然后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选择按名称排序可按字母顺序对收藏夹进行排序。

选择按类型排序可按类型对收藏夹进行排序。

重命名收藏夹或收藏夹集

1. 在“收藏夹”面板中，右键单击 (Windows) 或按住 Control 键单击 (Mac OS) 收藏夹或收藏夹集，然后从菜单中选择重命名。

2. 覆盖收藏夹的名称。

设置目标收藏夹

“目标收藏夹”可用来覆盖临时快捷收藏夹。通过目标收藏夹，可以使任何永久收藏夹在用作目标收藏夹期间起到快捷收藏夹的作用。使用目标收藏夹
是一种将照片快速组织在一起以便进一步处理的简单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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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收藏夹”面板中，选择要设为目标的收藏夹。

注意:

收藏夹集不能是目标。

2. 右键单击 (Windows) 或按住 Control 键单击 (Mac OS)，然后选择设为目标收藏夹。

此时，收藏夹名称旁边会显示一个白色加号图标，表示此收藏夹已设为目标收藏夹。

3. 要向目标收藏夹中添加照片，可在任一模块中选中该照片，然后按 B 键。

4. 要从目标收藏夹中移去照片，可选择目标收藏夹，然后在网格视图中选择照片，再按 B 键。

5. 要禁用目标收藏夹，请选择该收藏夹，右键单击 (Windows) 或按住 Control 键单击 (Mac OS)，然后取消选择设为目标收藏夹。

使用快捷收藏夹

使用“快捷收藏夹”，可组合出可在任何模块中处理的临时照片组。您可以在胶片显示窗格或网格视图中查看“快捷收藏夹”，还可以将“快捷收藏夹”转换
为永久收藏夹。

Video tutorial: The Quick Collection

Video tutorial: The Quick Collection
video2brain

将照片添加到快捷收藏夹

1. 在胶片显示窗格或网格视图中，选择一张或多张照片。

2. 在“图库”或“修改照片”模块中，选择照片 > 添加到快捷收藏夹。在“幻灯片放映”、“打印”或 Web 模块中，选择编辑 > 添加到快捷收藏夹。

注意:

从任一模块中，选择一张照片，并按 B 键。也可以将指针移到缩览图图像上，并单击图像右上角的圆圈。

查看快捷收藏夹中的照片

在“图库”模块中，选择“目录”面板中的快捷收藏夹。
在胶片显示窗格源指示器菜单中，选择快捷收藏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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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快捷收藏夹中移去照片或清除快捷收藏夹

1. 在胶片显示窗格或网格视图中显示“快捷收藏夹”。

2. 在收藏夹中选择一张或多张照片。

3. 在“图库”或“修改照片”模块中，选择照片 > 从快捷收藏夹中移去。在“幻灯片放映”、“打印”或 Web 模块中，选择编辑 > 从快捷收藏夹中移去。

注意:

从任一模块中，选择相应照片，并按 B 键。也可以将指针移到缩览图图像上，并单击图像右上角的圆圈。

将“快捷收藏夹”转换为收藏夹

可以将快捷收藏夹存储为收藏夹。存储后，可以清除该快捷收藏夹。

1. 在任一模块中，选择文件 > 存储快捷收藏夹。

2. 在“存储快捷收藏夹”对话框的“收藏夹名称”框中键入名称。

3. 执行以下任一操作：

选择存储后清除快捷收藏夹可在将快捷收藏夹存储为收藏夹后，清除此快捷收藏夹。

取消选择存储后清除快捷收藏夹可在将快捷收藏夹存储为收藏夹后，保留此快捷收藏夹。

4. 单击存储。

使用智能收藏夹

智能收藏夹是基于指定元数据标准创建的收藏夹。智能收藏夹自动包含符合指定标准的所有照片。无需手动在智能收藏夹中添加或移去照片。

默认情况下，Lightroom 提供五个智能收藏夹，分别是：“红色色标”、“五星级”、“上个月”、“最近修改的照片”和“无关键字”。

Video tutorial: Creating smart collections

Video tutorial: Creating smart collections
Infinite Skills
http://www.infiniteskills.com/

创建智能收藏夹

1. 在“图库”模块中，执行以下任一操作：

选择图库 > 新建智能收藏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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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击“收藏夹”面板中的加号图标 (+)，然后选择创建智能收藏夹。

2. 在“创建智能收藏夹”对话框中，键入智能收藏夹的名称。

3. 如果要将此智能收藏夹并入到现有收藏夹集，请从“集”菜单中选择该收藏夹集。否则，请选择无。

4. 从弹出菜单中选择适当选项，为智能收藏夹指定规则。

注意:

为智能收藏夹定义可搜索文本条件所使用的规则与通过“图库过滤器”栏搜索文本所使用的规则相同。有关这些定义的信息，请参阅使用文本过滤
器搜索照片。

5. （可选）单击加号图标 (+) 可添加其他标准。单击减号图标 (-) 可移去某些标准。

6. （可选）按住 Alt 键单击 (Windows) 或按住 Option 键单击 (Mac OS) 加号图标 (+) 可打开嵌套选项，以便对标准进行优化。

7. 从“匹配”菜单中选择匹配所有标准或任一标准。

8. 单击创建。

此时 Lightroom 会将智能收藏夹添加到“收藏夹”面板，并添加目录中符合指定规则的所有照片。智能收藏夹具有一个右下角带齿轮的照片打印图标 
。

编辑智能收藏夹

可以随时更改智能收藏夹的标准和规则。

1. 在“收藏夹”面板中，右键单击 (Windows) 或按住 Control 键单击 (Mac OS) 智能收藏夹 ，然后选择编辑智能收藏夹。

2. 在“编辑智能收藏夹”对话框中选择新规则和选项。

3. 单击存储。

注意:

无法通过“用户顺序”或拖动方式来重新排列智能收藏夹中的照片。

共享智能收藏夹设置

通过导出智能收藏夹设置，然后将其导入到其它目录，可以实现智能收藏夹的共享。Lightroom 的智能收藏夹设置文件使用文件扩展名 .lrsmcol。

导出智能收藏夹时，会导出该智能收藏夹的规则，但不会导出其中的照片。

在您导入智能收藏规则时，Lightroom 在“收藏夹”面板中创建智能收藏，并在目录中添加满足智能收藏夹条件的任何照片。

要导出智能收藏夹，请在“收藏夹”面板中右键单击该收藏夹 (Windows) 或按住 Control 键单击该收藏夹 (Mac OS)，然后选择导出智能收藏夹设
置。指定导出的智能收藏夹设置文件的名称和位置，然后单击存储。

要导入智能收藏夹，请在“收藏夹”面板中右键单击该收藏夹 (Windows) 或按住 Control 键单击该收藏夹 (Mac OS)，然后选择导入智能收藏夹设
置。导航到智能收藏夹 .lrsmcol 设置文件并将其选中，然后单击导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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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所有已同步照片”收藏夹
已在 Lightroom CC 2015.7/Lightroom 6.7 中引入的功能

“目录”面板中的“所有已同步照片”收藏夹

在“图库”模块中，目录面板中的所有已同步照片收藏夹会显示同步到 Lightroom mobile 客户端的所有 Lightroom 照片（包括不属于任何收藏夹的照
片）。因此，显示在 Lightroom Web 中的所有照片视图、Lightroom for mobile (iOS) 中的 Lightroom 照片视图，以及 Lightroom for mobile
(Android) 中的 Lightroom 照片视图中的照片，与 Lightroom desktop 中的所有已同步照片收藏夹中的照片相同。

将照片添加到“所有已同步照片”收藏夹

您可以将照片直接拖入“目录”面板中的“所有已同步照片”收藏夹，以便与您的所有 Lightroom mobile 客户端同步该照片，即使该照片不属于任何已同
步收藏夹。

注意:

要将照片添加到所有已同步照片收藏夹，与 Lightroom mobile 同步选项必须为“打开”。要了解如何打开同步，请参阅在桌面和移动平台间同步
Lightroom。

从“所有已同步照片”收藏夹中删除照片

从所有已同步照片收藏夹中删除照片，会从您的所有 Lightroom mobile 客户端中删除照片，但是不会从 Lightroom desktop 中删除。

1. 在“图库”模块中，选择“目录”面板中的所有已同步照片。

2. 在“网格”视图中选择照片，然后选择照片 > 从所有已同步照片中删除，或按 Delete。

注意:

删除已同步收藏夹，取消同步已同步收藏夹，或从已同步收藏夹中删除照片，不会从所有已同步照片中删除照片。如果您希望停止在您的 Lightroom
mobile 客户端间同步照片，请从所有已同步照片中删除该照片。

将收藏夹导出为目录

可以将照片收藏夹导出为新目录。基于照片收藏夹创建目录时，这些照片中的设置也会导出到新目录。

注意:

将智能收藏夹导出为目录时，会将智能收藏夹中的照片添加到新目录中，但不会导出智能收藏夹所遵守的规则或标准。

1. 选择要用于创建目录的收藏夹或智能收藏夹。

2. 右键单击 (Windows) 或按住 Control 键单击 (Mac OS) 收藏夹名称，然后选择将此收藏夹导出为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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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指定目录的名称、位置和其他选项，然后单击存储 (Windows) 或导出目录 (Mac OS)。

更多此类内容

在线发布照片

在桌面和移动平台间同步 Lightroom
Lightroom Web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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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照片组成堆叠

转到页首

关于堆叠

堆叠照片

取消照片的堆叠

向堆叠中添加照片

展开和折叠堆叠

从堆叠中移去或删除照片

重新排列堆叠中的照片

将一个堆叠拆分为两个堆叠

按拍摄时间自动堆叠照片

关于堆叠

可以创建堆叠，将看上去相似的一组照片组织到一起，以便于管理。堆叠可用于将多张相同主题的照片或者将一张照片及其虚拟副本存储在同一个位

置，使网格视图和胶片显示窗格更有条理。

例如，您可能需要创建堆叠，将拍摄的一系列同一姿势的人物照片，或使用相机的连拍模式或自动包围曝光功能在某次活动中拍摄的多张照片组织在

一起。以上述方法拍摄可得到内容相同的多张相似照片，但通常您仅需要在网格视图或胶片显示窗格中显示效果最佳的那张照片。使用堆叠照片功

能，可以轻松地在一个位置访问所有这些照片，而无需通过多行缩览图逐一访问。

将照片组成堆叠时，这些照片会根据其在网格视图中的顺序进行堆叠，现用的照片位于堆叠的顶层。

如果堆叠中的照片在网格视图或胶片显示窗格中顶层照片的缩览图下面聚集在一起，则该堆叠是折叠的。如果堆叠中的所有照片都显示在网格视图或

胶片显示窗格中，则该堆叠是展开的。

折叠的堆叠（上图）和展开的堆叠（下图）

使用堆叠时，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对折叠的堆叠应用任何“修改照片”调整、设置星级、旗标或色标时，只会影响堆叠顶层的照片。

如果选择了堆叠中的一张照片并将其添加到快捷收藏夹或收藏夹时，那么只会添加该选定照片而不会添加整个堆叠。

搜索照片时，在堆叠中顶层照片的左上角会显示该堆叠中的照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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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到页首

注意:

注意:

转到页首

转到页首

转到页首

转到页首

堆叠中的顶层照片上显示了该堆叠中的照片数

堆叠照片

1. 在“图库”模块的网格视图或胶片显示窗格中，选择要堆叠的照片。

堆叠中的照片必须位于同一文件夹中。

2. 选择“照片”>“堆叠”>“组成堆叠”。

组成堆叠的照片将相邻排列，且其缩览图的左上角会显示堆叠序号。堆叠中的顶层照片序号为“1”，下一张照片为“2”，依此类推。

如果选择了两个堆叠，则选择“照片”>“堆叠”>“组成堆叠”时，系统只会将第二个堆叠的顶层照片移至选择的第一个堆叠中。

取消照片的堆叠

1. 在“图库”模块的网格视图或胶片显示窗格中，选择一个折叠的堆叠的缩览图。或者，如果该堆叠是展开的，选择堆叠中的任一张照
片。而无需选择其中的所有照片。

2. 选择“照片”>“堆叠”>“取消堆叠”。

向堆叠中添加照片

1. 在“图库”模块的网格视图或胶片显示窗格中，选择堆叠以及要添加到该堆叠的一张或多张照片。

2. 选择“照片”>“堆叠”>“组成堆叠”。

展开和折叠堆叠

展开堆叠时，将显示堆叠中的所有照片。折叠堆叠时，所有照片都组合在顶层照片的缩览图下面。该缩览图的左上角将显示堆叠中的照片数。

在“图库”模块的网格视图或胶片显示窗格中，执行以下任一操作：

要展开一个堆叠，请右键单击 (Windows) 或按住 Control 键单击 (Mac OS) 一个折叠的堆叠，然后选择“堆叠”>“展开堆叠”，或
单击照片左上角所示的堆叠照片数。也可选择一个折叠的堆叠，然后选择“照片”>“堆叠”>“展开堆叠”。

要展开所有堆叠，请右键单击 (Windows) 或按住 Control 键单击 (Mac OS) 任一张照片，然后选择“堆叠”>“展开全部堆叠”。也
可以选择任一张照片，然后选择“照片”>“堆叠”>“展开全部堆叠”。

要折叠一个堆叠，请右键单击 (Windows) 或按住 Control 键单击 (Mac OS) 堆叠中的一张照片，然后选择“堆叠”>“折叠堆叠”，
或单击该照片左上角的堆叠照片数。也可选择堆叠中的一张照片，然后选择“照片”>“堆叠”>“折叠堆叠”。

要折叠全部堆叠，请右键单击 (Windows) 或按住 Control 键单击 (Mac OS) 任一张照片，然后选择“堆叠”>“折叠全部堆叠”。也
可以选择任一张照片，然后选择“照片”>“堆叠”>“折叠全部堆叠”。

从堆叠中移去或删除照片

从堆叠中移去照片时，这些照片仍会保留在 Lightroom 目录中，而从堆叠中删除照片时，这些照片则会同时从堆叠和目录中移去。也可以使用“删除照
片”命令，将照片从目录中移去并从硬盘中删除。

1. 在“图库”模块的网格视图或胶片显示窗格中，展开一个堆叠。

2. 选择该堆叠中的一张或多张照片，然后执行以下任一操作：

要从堆叠中移去这些照片，请选择“照片”>“堆叠”>“从堆叠中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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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从堆叠中删除这些照片，请选择“照片”>“删除照片”。也可以右键单击 (Windows) 或按住 Control 键单击 (Mac OS) 缩览
图，然后从菜单中选择“删除照片”。

从仅包含两张照片的堆叠中移去或删除一张照片时，会取消照片的堆叠。

重新排列堆叠中的照片

在“图库”模块的网格视图或胶片显示窗格中，在展开的堆叠中选择一张照片并执行以下任一操作：

要使其成为顶层照片，请选择“照片”>“堆叠”>“移到堆叠顶部”。

要在堆叠中上移照片，可以在按下 Shift 的同时按左括号，或者选择“照片”>“堆叠”>“在堆叠内上移”。

要在堆叠中下移照片，可以在按下 Shift 的同时按右括号，或者选择“照片”>“堆叠”>“在堆叠内下移”。

将一个堆叠拆分为两个堆叠

使用“拆分堆叠”命令，可将堆叠中的某些照片组合成一个单独的新堆叠。拆分后，原始堆叠中只包含除这些照片之外的其余照片。

1. 在“图库”模块的网格视图或胶片显示窗格中，展开该堆叠。

2. 选择要组合成另一个堆叠的照片。

如果仅选择了堆叠中的顶层照片，则“拆分堆叠”命令不可用。

3. 选择“照片”>“堆叠”>“拆分堆叠”。

按拍摄时间自动堆叠照片

Lightroom 可以根据照片的拍摄时间自动将照片堆叠到文件夹中。新建堆叠时，应指定两次拍摄时间之间的时间间隔。例如，假设将时间间隔指定为 1
分钟。则所有拍摄时间间隔不足 1 分钟的相邻照片将组合成一个堆叠。当下一张相邻照片的拍摄时间比上一张的拍摄时间晚 1 分钟或 1 分钟以上时，
会创建一个新堆叠。新堆叠又会将拍摄时间间隔不足 1 分钟的相邻照片再组成一组，依此类推。

可以指定拍摄时间介于 0 秒至 1 小时之间的时间间隔。指定的时间间隔越短，创建的堆叠越多，指定的时间间隔越长，创建的堆叠越少。

1. 在“文件夹”面板中选择一个文件夹。

无论在内容区域或胶片显示窗格中选择了哪些照片，Lightroom 都会自动将所有照片堆叠到文件夹中。

2. 选择“照片”>“堆叠”>“按拍摄时间自动堆叠”。

3. 在“按拍摄时间自动堆叠”对话框中，拖动“堆叠的时间间隔”滑块，指定用于新建堆叠的两次拍摄时间之间的最短时间间隔。

244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sa/3.0/
http://help.adobe.com///help.adobe.com/zh_CN/legalnotices/index.html
http://helpx.adobe.com/go/gffooter_online_privacy_policy_cn


Adobe 支持 >
Adobe Photoshop Lightroom
> 为照片设置旗标、色标和星级

为照片设置旗标、色标和星级

搜索

Adobe Photoshop Lightroom 用户指南
>

在此页面上

查看星级、旗标和色标

设置星级

为照片设置留用或排除旗标

设置色标和颜色组

适用于: Adobe Photoshop Lightroom

查看星级、旗标和色标

在“图库”模块中，照片可以显示星级、旗标和色标，视所设置的视图选项而定。

注意:

幻灯片放映可以显示带有星级的照片。请参阅在幻灯片放映中显示星级。

在“图库”模块中，执行以下任一操作，以显示星级、旗标和色标：

要在网格视图的缩览图单元格中显示旗标状态和色标，请选择“视图”>“视图选项”。然后，在“图库视图选项”对话框的“网格视图”选项卡
中，选择“旗标”和“对网格单元格应用标签颜色”。要显示星级，请从“顶部标签”或“底部标签”菜单中选择“星级”。

要在网格视图或放大视图的工具栏中显示星级、旗标和色标，请从工具栏弹出菜单中选择以下一个或多个选项：“星级”、“旗标”或“色标”。

注意:

在比较视图和筛选视图中显示的照片下方，始终显示有星级、旗标和色标。

设置星级

为文件指定星级时，可以赋予其零星级至五星级。可在“图库”模块的任一视图中设置或显示星级。评定了照片的星级后，可以在胶片显示窗格或“图库
过滤器”栏中单击星级过滤器按钮，显示具有特定星级的照片，并对其进行操作。请参阅在胶片显示窗格和网格视图中筛选照片和使用属性过滤器查找
照片。

在网格视图中选定了一张或多张照片，或者在放大、比较或筛选视图中在胶片显示窗格中选定了单张照片时，选择“照片”>“设置星级”。然后，
从子菜单中选择一个星级。

注意：在放大、比较或筛选视图中，如果在胶片显示窗格中选定了多张照片，则星级只会应用于现用照片。

按 1 至 5 之间的一个数字设置星级。按住 Shift 键并按相应数字可设置星级，同时选择下一张照片。

注意:

在比较视图和筛选视图中，可以单击照片下方五个点之一来指定星级。单击第一个点可指定一星级，单击第二个点指定二星级，单击第三个点指定三

星级，依此类推。

在网格视图的缩览图中设置星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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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网格视图中，选择一张或多张照片。

2. 单击单元格中缩览图下方的五个点之一。

单击第一个点可指定一星级，单击第二个点指定二星级，单击第三个点指定三星级，依此类推。

注意:

要在紧凑缩览图单元格中显示星级，在“图库视图选项”中选择“底部标签”>“星级”。要在扩展缩览图单元格中显示星级，在“图库视图选项”中选
择“在底栏显示星级”。请参阅为网格视图设置图库视图选项。

使用喷涂工具设置星级

1. 在网格视图的工具栏中选择“喷涂工具”，然后从工具栏的“喷涂”菜单中选择“星级”。

注意:

如果工具栏上没有显示“喷涂工具”，请从工具栏弹出菜单中选择“喷涂工具”。

2. 在工具栏中指定星级，然后单击照片或在各张照片上拖动以应用该星级。

3. 要关闭“喷涂工具”，请单击工具栏中的圆形图标。关闭后，工具栏中将显示“喷涂工具”图标。

在图库工具栏中设置星级

在网格视图中选定了一张或多张照片，或者在放大、比较或筛选视图中在胶片显示窗格中选定了单张照片时，在工具栏中单击一种星级。

单击第一个点可指定一星级，单击第二个点指定二星级，单击第三个点指定三星级，依此类推。在放大或筛选视图中，如果在胶片显示窗格中选

定了多张照片，则星级只会应用于现用照片。

注意:

要在工具栏中显示星级，请从工具栏弹出菜单中选择“星级”。请参阅显示图库模块工具栏中的控件。

在元数据面板中设置星级

1. 在网格视图中选定了一张或多张照片，或者在放大、比较或筛选视图中在胶片显示窗格中选定了单张照片时，在“元数据”面板顶端的弹出菜单中
选择“默认”、“全部”、“最少”或“简单描述”。

2. 在“元数据”面板中，单击“星级”旁边的五个点之一。

单击第一个点可指定一星级，单击第二个点指定二星级，单击第三个点指定三星级，依此类推。在放大、比较或筛选视图中，如果在胶片显示窗

格中选定了多张照片，则星级只会应用于现用照片。

更改星级

在“图库”模块的缩览图单元格、工具栏或“元数据”面板中，执行以下任一操作更改星级：

单击不同的星级以提升或降低星级。单击一星级时将会移去星级。

选择“照片”>“设置星级”，然后选择不同的星级或者选择提升还是降低星级。

注意:

可以选择照片，然后按 ] 键提升星级，或按 [ 键降低星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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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去星级

在网格视图中选定了一张或多张照片，或者在放大、比较或筛选视图中在胶片显示窗格中选定了单张照片时，选择“照片”>“设置星级”>“无”。在
放大、比较或筛选视图中，如果在胶片显示窗格中选定了多张照片，则只会移去现用照片中的星级。

注意:

也可单击位于缩览图单元格中、“图库”工具栏上或“元数据”面板中的五角星来移去星级。例如，如果照片为五星级，可以单击第五颗星移去星
级。如果照片为四星级，可以单击第四颗星移去星级，依此类推。

为照片设置留用或排除旗标

使用旗标可以指定照片是留用 、排除  还是无旗标。可在“图库”模块中设置旗标。为照片设置旗标后，可以在胶片显示窗格或图库过滤器栏中单击
旗标过滤器按钮，以显示标有特定旗标的照片，并对其进行操作。请参阅在胶片显示窗格和网格视图中筛选照片和使用属性过滤器查找照片。

旗标状态不存储到 XMP 中。它们在 Lightroom 目录的外部不可见，也不可用。

在“图库”模块中，执行以下任一操作：

在网格视图中选择一张或多张照片，或者在放大、比较或筛选视图中在胶片显示窗格中选择单张照片。然后，选择“照片”>“设置旗标”，并
选择所需的旗标。在放大、比较或筛选视图中，如果在胶片显示窗格中选定了多张照片，则旗标会只应用于现用照片。

在网格视图或胶片显示窗格中选择一张照片，然后按 P 或 X 键将图像旗标标记为“留用”或“排除”。按住 Shift 键并按 P 或 X 键可设置旗
标，同时选择下一张照片。按住 Ctrl 键 (Windows) 或 Command 键 (Mac OS)，同时按向上键或向下键，分别提升或降低旗标状态。

（仅限于网格视图）单击照片缩览图左上角的旗标图标，以应用或移去“留用”旗标。带有“排除”旗标的照片在网格视图中将呈灰显状态。

注意：要在网格视图的缩览图单元格中显示或设置旗标，请确保在“图库视图选项”对话框的“网格视图”选项卡上选中了“旗标”。（选择“视
图”>“视图选项”。）

（仅限于比较视图和筛选视图）单击照片下方的“留用”或“排除”旗标。

在图库工具栏中设置照片旗标

在网格视图中选定了一张或多张照片，或者在放大或筛选视图的胶片显示窗格中选定了单张照片时，在工具栏中单击所需旗标。在放大或筛选视

图中，如果在胶片显示窗格中选定了多张照片，则旗标只会应用于现用照片。

注意:

要在工具栏中显示或设置旗标，请从工具栏弹出菜单中选择“旗标”。

使用喷涂工具设置照片旗标

1. 在网格视图的工具栏中选择“喷涂工具”，然后从工具栏上的“喷涂”菜单中选择“旗标”。

2. 在工具栏中指定旗标状态，然后单击照片或在各张照片上拖动以应用该旗标设置。

快速取消旗标或排除照片

使用“精简显示的照片”命令可使无旗标照片标记为排除照片，而使留用照片变为无旗标状态。

1. 在文件夹面板或收藏夹面板中，选择某个文件夹或收藏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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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选择“图库”>“精简显示的照片”。

3. 在“精简显示的照片”对话框中单击“精简”。

选择有留用旗标的照片

在“图库”模块中，执行以下任一操作：

要在网格视图或胶片显示窗格中选择留用照片，请选择“编辑”>“选择有留用旗标的照片”。

要取消选择网格视图或胶片显示窗格中无旗标的照片，请选择“编辑”>“取消选择无旗标的照片”。

设置色标和颜色组

用特定颜色标记照片是一种快速标记大量照片的灵活方法。例如，假如您刚刚导入了大量照片，并使用网格视图查看。则在查看各张新照片时，可以

为要保留的照片设置色标。以上设置操作完成后，可以在胶片显示窗格中单击色标过滤器按钮，显示标有特定颜色的照片，并对其进行操作。请参阅

在胶片显示窗格和网格视图中筛选照片和使用属性过滤器查找照片。

在“图库”模块中，执行以下任一操作：

在网格视图中选择一张或多张照片，或者在放大、比较或筛选视图中在胶片显示窗格中选择单张照片。然后，选择“照片”>“设置色标”，从
子菜单中选择一个色标。在放大、比较或筛选视图中，如果在胶片显示窗格中选定了多张照片，则色标只会应用于现用照片。

（仅限于网格视图）将指针移至缩览图单元格底部的“色标”图标，然后单击一个色标。

注意：要在缩览图单元格中显示或设置色标，请在“图库视图选项”对话框的“网格视图”选项卡上选择“包括色标”。（选择“视图”>“视图选
项”。）

（仅限于网格视图、比较视图或筛选视图）单击照片下方的任一色标图标。

在图库工具栏中设置色标

在网格视图中选定了一张或多张照片，或者在放大、比较或筛选视图中在胶片显示窗格中选定了单张照片时，在工具栏中单击一个色标。在放大

或筛选视图中，如果在胶片显示窗格中选定了多张照片，则色标只会应用于现用照片。

注意:

要在“图库”模块的工具栏中显示或设置色标，请从工具栏弹出菜单中选择“色标”。

使用喷涂工具设置色标

1. 在网格视图的工具栏中选择“喷涂”工具，然后从工具栏上的“喷涂”菜单中选择“色标”。

注意:

如果工具栏上没有显示“喷涂工具”，请从工具栏弹出菜单中选择“喷涂工具”。

2. 在工具栏中选择色标，然后单击照片或在各张照片上拖动以应用该色标。

3. 要关闭“喷涂工具”，请单击工具栏中的圆形图标。关闭后，工具栏中将显示“喷涂工具”图标。

编辑色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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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编辑色标集”对话框中指定色标名称。应用色标后，系统会将其名称添加到照片的元数据中。

1. 在“图库”模块中，选择“元数据”>“色标集”>“编辑”。

2. 在“编辑色标集”对话框中，在颜色旁边键入名称。

3. （可选）从“预设”菜单中选择“将当前设置存储为新预设”，在“预设名称”文本框中键入名称，然后单击“创建”。

4. 单击“更改”。

删除或重命名色标集

1. 在“图库”模块中，选择“元数据”>“色标集”>“编辑”。

2. 在“编辑色标集”对话框中，从“预设”菜单选择一个预设。

3. 执行以下任一操作：

要删除预设，请选择“删除预设‘[预设名称]’”。在打开的警告对话框中单击“删除”。

要重命名预设，请选择“重命名预设‘[预设名称]’”。在“预设名称”文本框中键入名称，然后单击“重命名”。

更多此类内容

在胶片显示窗格和网格视图中筛选照片

使用图库过滤器栏查找照片

使用属性过滤器查找照片

视频教程：使用基本过滤器

  Creative Commons 条款未涉及 Twitter 和 Facebook 帖子。

法律声明   |   在线隐私策略

Adobe Photoshop Lightroom
< 查看所有应用程序

学习和支持

新手指南

用户指南

教程

在社区提问

发表问题并获得专家解答。

立即提问

联系我们

来自真正专业人士的真心实意的帮助。

立即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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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关键字

在 Adobe Photoshop Lightroom CC/Lightroom 6 中更新

转到页首

包含的内容

查看关键字

创建关键字

将关键字添加到照片

复制和粘贴关键字

从照片或目录中移去或删除关键字

导入和导出关键字

创建和应用快捷关键字

使用喷涂工具添加或移去关键字

关键字集

检查和校正关键字拼写 (Mac OS)
键入特殊字符 (Mac OS)

关键字是由客户添加的图像元数据，用于描述照片的内容。可帮助您标识、搜索和查找目录中的照片。应用于照

片后，关键字即可由 Adobe Bridge、Photoshop 或 Photoshop Elements 等 Adobe 应用程序或其他支持 XMP
元数据的应用程序读取。

Lightroom 提供了多种将关键字应用于照片的方法。可以在“关键字”面板中键入或选择关键字，或将照片拖到“关
键字列表”面板中的特定关键字上。

在网格视图中，具有关键字的照片会显示缩览图徽章 。可以在“关键字列表”面板中查看目录中的所有关键字。
可以随时添加、编辑、重命名或删除关键字。创建或编辑关键字时，可以指定同义词和导出选项。同义词是与关

键字相关的术语。选定照片包含的关键字具有同义词时，选择“关键字”>“将导出”后，同义词会显示在“关键字”面
板中。

关键字可以包含其他的嵌套关键字。例如，关键字动物可能包含关键字狗和猫。而关键字狗可能又包含澳洲牧羊

犬、边境牧羊犬等。

此外，您还可以将关键字组织成名为关键字集的组。通过选择一个特定关键字集，可以更方便地访问相关的关键

字。将更多关键字添加到目录中时，这一特性尤其有用。

有关创建和使用关键字的更多信息，请观看以下视频教程。

查看关键字

所有关键字均位于“关键字列表”面板中。每个关键字都会显示包含该关键字的照片张数。

在“图库”模块中，执行以下任一操作：

要查看目录中的关键字，请展开“关键字列表”面板。

要查看某张照片的关键字，请在网格视图中，或在放大视图、比较视图或筛选视图的胶

片显示窗格中选择该照片，然后查看“关键字”面板上的“关键字”区域。或者查看“关键字
列表”面板：如果在“关键字列表”面板中的关键字左边有复选标记，则表示选定照片包含
此标记。

要查看多张照片的关键字，请在网格视图中选择照片，然后查看“关键字”面板上的“关键
字”区域。未由所有选定照片共享的关键字旁边会显示一个星号。在“关键字列表”面板
中，如果某个关键字的左边有减号，则表示此标记未被所有选定照片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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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键入“[关键字]”

添加到选定的照片

导出时包括

导出父关键字

导出同义词

导出时包括

导出父关键字

导出同义词

创建关键字

1. 在网格视图中选定了一张或多张照片，或者在放大、比较或筛选视图中在胶片显示窗格中选
定了单张照片时，执行以下任一操作：

在“关键字”面板上的“关键字”区域，在“单击此处添加关键字”字段中键入关键字。然后，
按 Enter 键 (Windows) 或 Return 键 (Mac OS)。跳过此过程中的其余步骤。

单击“关键字列表”面板中的加号图标 (+)。

关键字中不允许使用逗号、分号和竖线 (|)，因为这几个标点用于分隔关键字列表。
关键词不允许以星号 (*) 结尾。关键词和同义词不允许以空格或制表符字符开头或结尾。

2. 在“创建关键字”对话框中，键入关键字的名称。

3. 键入关键字的同义词。使用逗号分隔同义词。

4. 选择下列任意选项：

（在创建关键字时，如果选中了一个现有关键字，则该选项可用）将新关

键字嵌套于选定关键字下，使其包含于更高层级的关键字中。

将关键字应用于选定的照片。

导出照片时包括关键字。取消选择此选项时，将不会包括关键字。

导出照片时，包括含有关键字的更高层级关键字。

导出照片时，包括与关键字关联的同义词。

如果在放大、比较或筛选视图中选定了多张照片，则关键字只会添加到现用照片。

要自动将新的关键字嵌套在某一特定更高层级标记下，请在“关键字列表”面板中右键单击 (Windows) 或按住
Control 键单击 (Mac OS) 该更高层级标记，然后选择“将新关键字置入到该关键字中”。此时，父关键字旁边
将出现一个点，并且如果您没有从上下文菜单中取消选择此选项，所有的新标记都会成为此关键字的子项。

编辑关键字

1. 在“图库”模块中，右键单击 (Windows) 或按住 Control 键单击 (Mac OS)“关键字列表”面板
中的一个关键字，然后从菜单中选择“编辑关键字标记”。

2. 在“编辑关键字标记”对话框中，更改关键字名称、添加同义词，或设置下列任意关键字选
项：

导出照片时包括关键字。取消选择此选项时，将不会包括关键字。

导出照片时，包括含有关键字的更高层级关键字。

导出照片时，包括与关键字关联的同义词。

重命名关键字

1. 在“图库”模块中，右键单击 (Windows) 或按住 Control 键单击 (Mac OS)“关键字列表”面板
中的某个关键字，然后从菜单中选择“编辑关键字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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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编辑关键字标记”对话框中，重命名关键字，然后单击“保存”。

将关键字添加到照片

使用“图库”模块的“关键字”面板，可以将关键字添加到照片中，方法是：键入新关键字或应用关键字集中的关键
字。此外，也可通过将照片拖到“关键字列表”面板中的关键字上，向照片添加关键字。还可以使用“喷涂工具”将
关键字应用于照片。请参阅使用“喷涂工具”添加或移去关键字。

将关键字添加到照片后，所做的更改会存储在 Lightroom 中，但关键字不会存储在文件中，除非选中了“目录设
置”对话框中的“将更改自动写入 XMP 中”选项。要手动将关键字存储到文件，请选择“元数据”>“将元数据存储到
文件”。

1. 要一次将关键字应用于多张照片，请在网格视图中选定这些照片。或者，在放大、比较或筛
选视图中在胶片显示窗格中选择单张照片。

在放大、比较或筛选视图中，如果在胶片显示窗格中选定了多张照片，则关键字只会

添加到现用的照片中。

2. 执行以下任一操作：

在“关键字”面板上的“关键字”区域，将关键字键入到“单击此处添加关键字”字段中。使用
逗号分隔关键字。

在“关键字”面板的“建议关键字”区域中，单击某个关键字。建议关键字基于多种标准
（包括应用于选定照片的现有关键字，以及应用于在一个相对接近的时间段内拍摄的其

他照片的现有关键字）提供。

在“关键字”面板的“关键字集”区域中，单击某个关键字。

在“关键字列表”面板中，单击关键字左侧的目标框。如果有复选标记，则表示选定的照
片包含此关键字。

（仅适用于网格视图）在“关键字列表”面板中，将选定照片拖到关键字上。或者，也可
以将关键字从“关键字列表”面板拖到选定照片中。

还可以在将照片导入到 Lightroom 时，向其中添加关键字。

向照片中添加关键字后，“关键字列表”面板将随之更新，以显示使用此标记的照片总数。

复制和粘贴关键字

1. 在网格视图中，选择含有要复制的关键字的照片。

2. 在“关键字”面板上已应用标记的区域，选择要复制的关键字。右键单击 (Windows) 或按住
Control 键单击 (Mac OS)，然后选择“复制”。

3. 在网格视图中，选择要添加这些关键字的照片。

4. 在“关键字”面板上显示已应用标记的区域中单击，然后右键单击 (Windows) 或按住 Control
键单击 (Mac OS)，并选择“粘贴”。

从照片或目录中移去或删除关键字

在网格视图中选定了一张或多张照片，或者在放大、比较或筛选视图中在胶片显示窗格中选

定了一张照片时，执行以下任一操作：

要移去照片中的关键字，请从“关键字”面板中选择“关键字标记”>“键入关键字”，然后，
在该面板的文本框中选择一个或多个关键字，将其删除。在放大、比较或筛选视图中，

如果选定了胶片显示窗格中的多张照片，则只会移去现用照片中的关键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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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要从照片和目录中永久删除关键字，请右键单击 (Windows) 或按住 Control 键单击
(Mac OS)“关键字列表”面板中的相应关键字，然后从菜单中选择“删除”。此外，也可以
选择关键字，然后单击“关键字列表”面板顶端的减号图标 (-)。

注意：如果不小心删除了关键字，请立即按 Ctrl+Z (Windows) 或 Command+Z (Mac
OS)，还原删除操作。

要自动删除目录中未使用的关键字，请选择“元数据”>“清除未使用的关键字”。

注意：使用“清除未使用的关键字”命令删除关键字的操作将无法还原。

从照片中移除关键字后，“关键字列表”面板将随之更新，以显示使用此标记的照片总量。

导入和导出关键字

通过导入和导出关键字，可以共享为了标识照片而创建的关键字。例如，可以将关键字从一个目录导出，然后导

入到同一台或其它计算机上的其它目录中。此外，也可从其它应用程序（如 Adobe Bridge 2.1）导入关键
字。Lightroom 可导入存储为纯文本文件的关键字列表。如果列表中包含特殊字符，则该列表必须以 Tab 分隔，
并以 UTF-8 格式存储。

导出关键字时，会将关键字写到文本文件中。创建或编辑关键字时，可以指定导出时是否包含这些关键字。从文

本文件导入关键字时，这些关键字会变为目录中的关键字，并显示在“关键字列表”面板中。

在“图库”模块中，执行以下任一操作：

要将关键字导入到目录中，请选择“元数据”>“导入关键字”，导航到包含关键字的文本文
件或目录文件并进行选择，然后单击“打开”(Windows) 或“选取”(Mac OS)。

要从目录中导出所有可导出的关键字，请选择“元数据”>“导出关键字”，为关键字文件选
择存储位置，然后单击“保存”。

创建和应用快捷关键字

借助快捷关键字，您可以快速地对多张照片应用一个或多个关键字。定义此快捷关键字后，可以通过使用上下文

菜单中的“添加关键字”命令或通过使用“喷涂工具”应用它。请参阅使用“喷涂工具”添加或移去关键字。

1. 在“图库”模块中，执行以下任一操作：

右键单击 (Windows) 或按住 Control 键单击 (Mac OS)“关键字列表”面板中的一个关键
字，然后从菜单中选择“设为快捷关键字”。跳过步骤 2。

选择“元数据”>“设置快捷关键字”。

2. 在“设置快捷关键字”对话框中，键入一个或多个关键字（使用逗号分隔），然后单击“设置。

Lightroom 会在您键入时提供提示。要选择提示的关键字，请在弹出列表中进行单击。

如果“关键字列表”面板中的某个关键字旁边有加号 (+)，则表示此关键字属于当前快捷关键
字的一部分。

3. 要应用快捷关键字，请在网格视图或胶片显示窗格中选择一张或多张照片，右键单击
(Windows) 或按住 Control 键单击 (Mac OS)，然后选择“添加关键字 [关键字的名称]”。

使用喷涂工具添加或移去关键字

为快捷关键字指定关键字后，可以使用“喷涂工具”将快捷关键字快速应用于照片。

如果工具栏上没有显示“喷涂工具”，请从工具栏弹出菜单中选择“喷涂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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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图库”模块中，执行以下任一操作：

选择“元数据”>“启用喷涂”。

在网格视图中，单击工具栏上的“喷涂工具”图标。

启用“喷涂工具”后，指针将变为喷涂工具图标，而工具栏中不再显示“喷涂工具”图标。

2. 如果需要，从工具栏上的“喷涂”菜单中选择“关键字”。

3. 如果需要，在工具栏上的“关键字”字段中键入一或多个关键字。

4. 执行以下任一操作：

要将快捷关键字应用于单张照片，请使用“喷涂工具”单击此照片。

要将快捷关键字应用于多张照片，请在网格视图中，在各张照片上单击并拖动。

要删除快捷关键字，请按下 Alt (Windows) 或 Option (Mac OS) 以将“喷涂工具”更改为
橡皮擦。使用橡皮擦再次单击该张照片，或单击并拖动以划过多个照片。

提示：通过在“关键字列表”面板中单击关键字最右边的白色箭头，可对网格视图中的照
片进行过滤，以便只显示包含要移去的关键字的照片。

5. 要关闭“喷涂工具”，请单击工具栏中的圆形图标。关闭后，工具栏中将显示“喷涂工具”图
标。

从关键字集中快速指定关键字

在使用喷涂工具指定关键字时，您可以从便利的关键字集中快速指定多个关键字。

执行以下操作：

1. 在“图库”模块中，选择一个或多个照片。按住 Ctrl/Cmd 并单击以选择多个照片。

2. 单击喷涂工具 ( )，然后按 Shift 键。即会显示关键字指定对话框。

快速关键字指定对话框

3. 从弹出菜单中选择关键字集。

关键字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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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使用过的关键字

户外摄影

肖像摄影

婚礼摄影

4. 从关键字集中选择一个或多个关键字。必要时可单击全选。
5. 必要时，可从弹出菜单中选择其他关键字集。从该关键字集中选择其他关键字。
6. 将喷涂工具指针悬停在选定照片的上方，然后单击它们。将选定的关键字指定给照片。
7. 必要时，可通过移动指针并单击其他照片，将关键字指定给它们。
按 Esc 以退出喷涂模式。

关键字集

不断向目录中添加关键字时，创建关键字集将非常重要，因为这样您就可以轻松访问相关的关键字。例如，您可

以为特定活动、地点、人物或任务创建含有多达九个关键字的关键字集。使用关键字集不会更改将关键字写入照

片元数据中的方式，而只是提供了另一些组织关键字的方式。关键字可以属于多个关键字集。

创建关键字集

在“图库”模块中，执行以下任一操作：

要将最近使用过的关键字集转换到一个已保存的关键字集中，请在“关键字”面板中单
击“关键字集”弹出菜单，然后选择“将当前设置存储为新预设”。键入关键字集的名称，然
后单击“创建”。

要将特定关键字包含在一个关键字集中，请确保在“关键字”面板中选择了该关键字集。
然后，在“关键字”面板中选择“关键字集”>“编辑集”，或选择“元数据”>“关键字集”>“编
辑”。在文本框中键入或覆盖关键字，然后从“预设”菜单中选择“将当前设置存储为新预
设”。在“新建预设”对话框中，键入关键字集的名称，然后单击“创建”。

选择关键字集

在“图库”模块的“关键字”面板中，从“关键字集”弹出菜单选择一个关键字集：

显示最近使用过的关键字。

显示与大自然摄影关联的关键字。

显示与肖像摄影关联的关键字。

显示与婚礼摄影关联的关键字。

编辑关键字集

1. 在“图库”模块的“关键字”面板上，从“关键字集”弹出菜单中选择“编辑集”。

2. 在“编辑关键字集”对话框的文本框中，键入关键字。覆盖或选择并删除不希望包含在关键字
集中的关键字。

3. （可选）要创建关键字集，请从“预设”菜单中选择“将当前设置存储为新预设”。然后，在“新
建预设”对话框中键入关键字集的名称，然后单击“创建”。

4. 单击“更改”，更新关键字集。

重命名或删除关键字集

1. 在“图库”模块的“关键字”面板上，从“关键字集”弹出菜单中选择“编辑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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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略

学习

定义

猜测

查找下一个

更改

拼写纠正建议

忽略拼写

学习拼写

如果在“集”弹出菜单中选择了“最近使用过的关键字”，则不会显示“编辑”选项。

2. 在“编辑关键字集”对话框中，从“预设”菜单选择关键字集。

3. 执行以下任一操作：

要重命名关键字集，请从“预设”菜单中选择“重命名预设‘关键字集名称’”。

要删除关键字集，请从“预设”菜单中选择“删除预设‘关键字集名称’”。

检查和校正关键字拼写 (Mac OS)

在检查关键字的拼写时，Lightroom 会对其词典中不存在的任何单词提出询问。如果被询问的单词拼写正确，可
以将该单词添加到词典中，确认其拼写正确。如果被询问的单词拼写错误，可以进行更正。

这些说明适用于 Mac OS X v. 10.6。Mac OS X 的其它版本中的拼写检查命令和选项可能有所不同。

1. 在“图库”模块的“关键字”面板中，单击“关键字”文本框。

2. 选择“编辑”>“拼写”>“显示拼写和语法”。

3. （可选）在“拼写和语法”对话框的弹出菜单中选择一种语言。该语言就是 Lightroom 用于检
查拼写的词典语言。

4. 当 Lightroom 提示发现生词和其它可能的错误时，单击下列选项之一：

继续检查拼写而不改动文本。

将无法识别的单词存储在词典中，这样，之后该单词再次出现时就不会被标记为拼写

错误。

在词典中查找单词。

提供单词的可能纠正建议。

继续搜索拼写建议。

纠正拼写错误。请确保文本框中的单词拼写正确，然后单击“更改”。

突出显示拼写错误的单词 (Mac OS)

1. 在“图库”模块中输入关键字后，单击“关键字”面板中的“关键字”文本框。

2. 选择“编辑”>“拼写”>“检查拼写”。

此时，将突出显示文本框中第一个拼写错误的单词。

3. 按住 Control 键单击突出显示的单词，然后选择下列选项之一：

Lightroom 会在上下文菜单的顶部列出拼写纠正建议。选择要纠正拼写的单
词。

继续检查拼写而不改动文本。

将无法识别的单词存储在词典中，这样，之后该单词再次出现时就不会被标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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拼写错误。

您也可以从上下文菜单中选择“拼写和语法”>“显示拼写和语法”以打开一个对话框，其
中有更多选项可供选择。

键入时检查拼写 (Mac OS)

Lightroom 可以在您键入关键字时自动检查拼写。如果某一单词拼写错误，该单词将会带有下划线。

1. 在“图库”模块的“关键字”面板中，单击“关键字”文本框。

2. 选择“编辑”>“拼写”>“键入时检查拼写”。

键入特殊字符 (Mac OS)

在“图库”模块中，选择“编辑”>“特殊字符”。

有关创建特殊字符的更多信息，请查看 Mac OS 帮助。

Adobe 还建议
元数据基础知识和操作

导入照片时将元数据应用于照片

关键字缺失

258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sa/3.0/
http://help.adobe.com///help.adobe.com/zh_CN/legalnotices/index.html
http://www.adobe.com/go/gffooter_online_privacy_policy_cn


元数据基础知识和操作

转到页首

转到页首

默认

全部增效工具元数据

EXIF

EXIF 和 IPTC

关于元数据和 XMP
查看照片元数据

添加和编辑 IPTC 元数据
更改照片拍摄时间

有关详细说明，请单击下面的链接：

关于元数据和 XMP
元数据是关于照片的一组标准化信息，包括作者姓名、分辨率、色彩空间、版权以及对其应用的关键字等。举例来说，大多数数码相机会附带一些关

于文件的基本信息，如高度、宽度、文件格式以及拍摄时间等。Lightroom 也支持使用“国际出版电讯委员会”(IPTC) 制定的信息标准识别传输的文本和
图像。此标准包含说明、关键字、类别、开发团队和来源等相关条目。可以使用元数据来优化工作流程以及组织文件。

文件信息将采用“可扩展元数据平台”(XMP) 标准进行存储。XMP 是基于 XML 构建的。对于使用专用文件格式的 Camera Raw 文件，不会将 XMP 写
入到原始文件中。为了避免损坏文件，会将 XMP 元数据存储在称为“附属文件”的独立文件中。对于 Lightroom 支持的所有其它文件格式
（JPEG、TIFF、PSD 和 DNG），会将 XMP 元数据写入到位于为该数据指定的位置的文件中。XMP 便于在 Adobe 应用程序之间以及发布工作流程
之间交换元数据。例如，可以将某个文件的元数据存储为模板，然后将该元数据导入其它文件中。

以其它格式（如 EXIF、IPTC (IIM) 和 TIFF）存储的元数据是用 XMP 同步和描述的，因此，可以更方便地对其进行查看和管理。

指定元数据更改的写入位置

Lightroom 可自动将调整和设置元数据写入目录中。此外，您还可以指示 Lightroom 将这些更改写入 XMP 中。只有将元数据写入 XMP 中，才能确保
其它应用程序能够识别在 Lightroom 中执行的更改。

1. 选择“编辑”>“目录设置”(Windows) 或“Lightroom”>“目录设置”(Mac OS)。
2. 单击“元数据”选项卡，然后执行以下任一操作：

要将调整和设置元数据写入到 XMP，请选择“将更改自动写入 XMP 中”。

要将调整和设置元数据仅写入到目录中，请取消选择“将更改自动写入 XMP 中”。

如果没有选择将调整和设置元数据自动写入到 XMP 中，可选择一个文件，然后选择“元数据”>“将元数据存储到文件”。

手动将元数据更改存储到文件中

要在 Lightroom 中手动将元数据更改存储到照片中，请执行下列操作之一：

在图库模块的网格视图中选择一张或多张照片，然后选择“元数据”>“将元数据存储到文件”，或者按 Ctrl+S (Windows) 或
Command+S (Mac OS) 进行存储。

在图库模块的网格视图中，单击缩览图中的“需要更新元数据文件”图标 ，然后单击“存储”。
如果处理的是 DNG 文件，请选择“元数据”>“更新 DNG 预览和元数据”，将元数据更改存储到文件中，并根据当前的原始处理设置
生成预览。

查看照片元数据

在图库模块中，“元数据”面板上将显示选定照片的文件名、文件路径、星级、文本标记以及 EXIF 和 IPTC 元数据。可以从弹出菜单中选择一组元数据
字段。Lightroom 中提供了若干显示元数据的不同组合的预定义元数据集。

在网格视图中选定了一张或多张照片，或者在放大、比较或筛选视图中在胶片显示窗格中选定了单张照片时，在“元数据”面板顶端
的弹出菜单中选择以下任一选项：

显示文件名、副本名、文件夹、星级、文本标签，以及 IPTC 和 EXIF 元数据的子集。

显示由第三方增效工具创建的自定元数据。如果未安装任何增效工具，则会显示文件名、副本名和文件夹。

显示文件名、文件路径、尺寸和 EXIF 相机元数据（例如，曝光度、焦距、ISO 感光度和闪光灯）。如果相机可以记录
GPS 元数据，则信息会显示为 EXIF 元数据。

显示文件名、大小、类型、位置、元数据状态以及所有 EXIF 和基本 IPTC 元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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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TC

IPTC Extension

大题注

位置

最少

简单描述

转到页首

注意：

转到页首

注意：

调整为指定的日期和时间

按固定小时数转换（时区调整）

更改为各图像文件的创建日期

显示文件名和基本 IPTC 元数据：联系信息、内容、图像、状态和版权元数据。

按照肖像和作品使用授权以及其它类型许可授权，显示文件名和 IPTC 元数据。

显示大题注编辑框和版权框。

显示文件名、副本名、文件夹、标题、题注和位置字段（包括 GPS 坐标）。

显示文件名、星级以及题注和版权元数据。

显示文件名、副本名、文件路径、星级和以下 EXIF 和 IPTC 元数据：尺寸、日期时间、相机、标题、题注、版权、摄
影者和位置。

在“元数据”面板中，如果 IPTC 元数据字段显示有箭头，则单击此箭头可快速查找和查看包含特定元数据的所有照片。

如果选择的多张照片具有不同元数据设置，元数据字段将显示“<混合式>”。要显示选定照片中设置为目标（现用）照片的元数据，
请选择“元数据”>“仅显示目标照片的元数据”。在放大、比较或筛选视图中，如果在胶片显示窗格中选定了多张照片，则“元数据”面
板只会显示现用照片的元数据。

添加和编辑 IPTC 元数据
通过在“元数据”面板中输入信息，可将元数据添加到照片中。使用预定义的元数据集，可以轻松使照片的所有元数据或一个元数据子集可供添加或编
辑。

选择元数据预设、复制和粘贴另一张照片的元数据并同步元数据，可以快速将元数据添加到将共享相同元数据的多张照片中。

1. 在网格视图中选定了一张或多张照片，或者在放大、比较或筛选视图中在胶片显示窗格中选定了单张照片时，在“元数据”面板顶端
的弹出菜单中选择一个元数据集。请参阅查看照片元数据。

2. 执行以下任一操作：

要添加元数据，请在元数据文本框中键入。

要添加预设中的元数据，请从“预设”菜单中选择一个元数据预设。

要编辑元数据，请覆盖元数据文本框中的相应项。

要执行相关操作，请单击元数据字段右侧的操作图标。例如，要查看具有特定标签的所有照片，请单击“标签”字段右边的图
标。

提示：软件还提供其它字段，用于发送电子邮件和跳转到某个网站链接。例如，单击网站右侧的链接，可以在浏览器中打开指

定的网站。

在放大、比较或筛选视图中，如果在胶片显示窗格中选定了多张照片，则元数据只会添加到现用照片。

更改照片拍摄时间

有时您需要更改照片的拍摄时间。例如，以下这些情况下您可能需要更改拍摄时间：您到别的时区旅行时，拍照前没有更改相机的日期/时间设置；或
者，当您将一张扫描的照片导入到 Lightroom 中时，该照片包含的创建日期是扫描日期而非拍摄日期。

为了将编辑后的拍摄时间存储至原始照片，必须启用“目录设置”对话框中的选项。请参阅更改目录设置。

如果更改了拍摄时间，“元数据”面板中的原始日期时间 EXIF 元数据也会发生变化。并且对于大部分相机而言，原始日期时间与数字化日期时间相同，
因此数字化日期时间也会进行相应的更改。“日期时间”元数据表示照片上次更新时间，且即使您更改拍照时间，此元数据也不受影响。

“编辑拍摄时间”命令无法通过按 Ctrl+Z (Windows) 或 Command+Z (Mac OS) 还原，只能通过“恢复为原始拍摄时间”命令还原。

1. 在网格视图中选定了一张或多张照片，或者在放大、比较或筛选视图中在胶片显示窗格中选定了单张照片时，执行以下任一操
作：

选择“元数据”>“编辑拍摄时间”。

在显示了 EXIF 信息的“元数据”面板上，单击“日期时间”字段中的箭头。

2. 在“编辑拍摄时间”对话框中，选择调整类型：

将拍摄时间更改为指定的日期和时间。

在原时间基础上增加或减少您添加的小时数来更改拍摄时间。

将相机 EXIF 数据中的拍摄时间更改为文件创建日期。如果选择此选项，请跳过步骤 3。

3. 在该对话框的“新时间”区域中，执行以下任一操作：

如果选择了“调整为指定的日期和时间”，请在“校正后时间”文本框中键入新日期和时间。也可以选择日期和时间值，然后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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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上键或向下键按钮来增大或减小此值。

如果选择了“按固定小时数转换”，请从弹出菜单中选择一个值，向前或向后调整时间。

如果在网格视图中选择了多张照片，Lightroom 会根据指定的调整更改现用照片的拍摄时间（会在“编辑拍摄时间”对话框
中对现用照片进行预览），并且选定的其它照片也会调整相同的时间量。在放大、比较或筛选视图中，如果在胶片显示窗格中选

定了多张照片，则只会更改现用照片的拍摄时间。

4. （可选）要将拍摄时间恢复为原始拍摄时间，请在网格视图或胶片显示窗格中选定照片，然后选择“元数据”>“恢复为原始拍摄时
间”。

Adobe 还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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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元数据操作

转到页首

转到页首

注意:

转到页首

包含的内容

在照片之间复制并粘贴元数据

在目录中的照片间同步元数据

将 Lightroom 元数据与 Camera Raw 和 Adobe Bridge 同步
元数据面板操作

创建和应用元数据预设

在照片之间复制并粘贴元数据

可以通过将元数据从一张照片复制并粘贴到其它选定照片，向照片中快速添加信息和 IPTC 元数据。使用“复制元
数据”和“粘贴元数据”命令，可以省却向多张照片中重复键入相同元数据的工作。

1. 在网格视图中，选择要从中复制元数据的照片，然后选择“元数据”>“复制元数据”。

2. 在“复制元数据”对话框中，选择要复制的信息和 IPTC 元数据，然后单击“复制”。

3. 在网格视图中选择照片，然后选择“元数据”>“粘贴元数据”。

在目录中的照片间同步元数据

可以将选定照片的特定元数据与其它照片的元数据同步。这种方法可以向照片中快速添加信息和 IPTC 元数据。
通过同步元数据，可以省却向多张照片中重复键入相同元数据的繁复工作。

1. 在网格视图中，选择一张包含要与其它照片同步的元数据的照片。此时该照片成为现用照
片。

2. 按住 Ctrl 键单击 (Windows) 或按住 Command 键单击 (Mac OS)，选择将与现用照片同步
的照片。按住 Shift 键单击，可选择多张相邻照片。

3. 执行以下任一操作：

单击右侧面板下方的“同步”按钮。

选择“元数据”>“同步元数据”。

4. 在“同步元数据”对话框中，选择需要同步的元数据，然后单击“同步”。

选择进行同步的元数据将会覆盖选定照片中的现有元数据。

5. （可选）选择“元数据”>“启用自动同步”或在“同步”按钮上单击“启用自动同步”开关，以便在
您进行编辑时将元数据更改自动应用于所有选定的照片。

将 Lightroom 元数据与 Camera Raw 和 Adobe Bridge 同步

默认情况下，Lightroom 元数据会存储到目录文件中。只有在 Lightroom 中将元数据更改存储到 XMP 中，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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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需要更新元数据文件

已在外部更改了元数据

存储元数据时出错

注意:

使用 Camera Raw、Photoshop 和 Adobe Bridge 查看对 Lightroom 元数据的更改，包括修改照片模块调整设
置。当您将元数据存储到 Raw 文件后，这些更改将存储在 XMP 附属文件中。对于其它文件类型，元数据将存
储在文件自身中。

同时，也会保留在上述任一应用程序中创建的关键字层级，而不会丢失任何数据，即使数据可能没有显示

在一个或多个应用程序中时也是如此。低于 Camera Raw 4.1 的版本可能无法识别在 Lightroom 的修改照片模
块中所做的部分调整。

在 Lightroom 中自动将元数据更改存储到照片中

要确保您能够使用 Adobe Bridge 和 Camera Raw 查看在 Lightroom 中所做的元数据更改，可以设置为在您工
作过程中自动存储更改，这是实现此目的的最简单的方法。

1. 选择“编辑”>“目录设置”(Windows) 或“Lightroom”>“目录设置”(Mac OS)。

2. 在“元数据”选项卡中，选择“将更改自动写入 XMP 中”。

查看未存储的元数据

在图库模块的网格视图中，Lightroom 显示了以下三种类型的图标，用于标识未存储的元数据：

指示在 Lightroom 中对照片所做的未存储的元数据更改。

指示在外部应用程序中对照片所做的但未在 Lightroom 中应用的元数据更改。

指示在 Lightroom 中存储元数据时出现错误。在 Lightroom 中和在外部都更改了照片的相同
元数据时，即会显示此图标。

使用网格视图选项可以显示这些图标。

1. 在“图库”模块中，选择“视图”>“视图选项”。

2. 在“图库视图选项”对话框中，单击“网格视图”选项卡。

3. 在“单元格图标”区域中，选择“未存储的元数据”选项。

您还可以在“元数据”面板中查看“元数据状态”字段，以了解这些元数据是否需要更
新。

解决 Lightroom、Adobe Bridge 和 Camera Raw 之间的元数据冲突

要同步 Lightroom 目录中的元数据，请在图库模块的网格视图中执行下列操作之一：

在缩览图上单击“已在外部更改了元数据”图标  或“存储元数据时出错”图标 。要

应用 Camera Raw 或 Adobe Bridge 中的元数据，请选择“从磁盘导入设置”。要弃用
Camera Raw 或 Adobe Bridge 中的更改，并对照片应用目录元数据，请选择“覆盖设
置”。

选择带有“已在外部更改了元数据”图标  或“存储元数据时出错”图标  的缩览图，
然后选择“元数据”>“从文件中读取元数据”。单击“读取”以覆盖目录设置，然后应用在
Bridge 或 Camera Raw 中所做的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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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到页首

转到页首

基本信息

IPTC 内容

IPTC 版权信息

IPTC 摄影者

IPTC 图像

IPTC 状态

IPTC Extension

关键字

注意:

元数据面板操作

通过在“元数据”面板中单击元数据字段右侧的按钮，可以执行各种操作，例如打开图像所在的文件夹、将元数据
存储到文件中、解决元数据冲突、跳转到虚拟副本的主体照片等。将鼠标指针悬停在每个按钮上方时，可以显示

相应工具提示说明。

创建和应用元数据预设

创建元数据预设

可将特定元数据另存为预设，以将其再次使用于一张或多张照片。使用元数据预设，可以省却手动为不同照片输

入相同信息的繁复工作。

1. 从“元数据”面板的“预设”菜单中，选择“编辑预设”。

2. 为下列任意组键入信息：

允许为题注、星级和文本标签输入元数据。

为照片的简要描述、在 newscodes.org 网站找到的 newscode 以及照片说明的
作者输入元数据。

为版权所有者的姓名、授予的照片使用权限以及版权所有人的 Web 地址输
入元数据。

为照片拍摄者的姓名、地址、联系信息、网站和职务输入元数据。

为以下内容输入元数据：使用 newscodes.org 上列出的准则的发布说明、使用
newscodes.org 规定的准则的照片说明，以及有关照片拍摄地点的信息。

为以下内容输入元数据：照片标题、任何用于指定照片的作业编号、传输说

明、照片使用权利、摄影师姓名、公司或代理商以及照片所有者。

为以下 5 种有关图像内容的补充信息写入元数据：“管理”、“作品”、“说
明”、“模特”和“授权”。

为列出的关键字输入元数据，将其追加到应用于照片的任何现有关键字。

3. 通过执行以下任一操作，选择要包含在预设中的元数据：

要包含所有元数据，请单击“全选”。

如果不想包含任何元数据，请单击“全部不选”。如果要重新选择包含哪些元数据，可以
使用此按钮。

如果希望只包含已输入信息的元数据，请单击“选择已填写字段”。

如果在“元数据”面板中手动输入了元数据后，再选择“编辑预设”，则您编辑的字段将
会在“编辑元数据预设”对话框中处于选中状态。

要指定单个元数据，请单击相应元数据框旁边的复选框。

要包含整个元数据组，请单击组名（例如，IPTC 内容、IPTC 版权信息等）旁边的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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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Mac OS

Windows 7 和 8

4. 选择“预设”>“将当前设置存储为新预设”，键入预设名称，然后单击“创建”。

5. 在“编辑元数据预设”对话框中，单击“完成”。

应用元数据预设

在网格视图中选定了照片，或者在放大视图、比较视图或筛选视图的胶片显示窗格中选定了

照片时，从“元数据”面板的“预设”菜单中选择一个预设。

使用喷涂工具应用元数据预设

1. 在网格视图中，选择工具栏上的“喷涂工具”，然后从工具栏上的“喷涂”菜单中选择“元数
据”。

如果工具栏上没有显示“喷涂工具”，请从工具栏弹出菜单中选择“喷涂工具”。

2. 在工具栏中选择所需预设，然后单击照片或在各照片上拖动以应用该预设。

3. 要关闭“喷涂工具”，请单击工具栏中的圆形图标。关闭后，工具栏中将显示“喷涂工具”图
标。

编辑元数据预设

1. 从“元数据”面板的“预设”菜单中，选择“编辑预设”。

2. 从“预设”弹出菜单中选择要编辑的预设。

3. 编辑元数据字段并更改设置。

4. 再次单击“预设”弹出菜单，然后选择“更新预设 [预设名称]”。然后，单击“完成”。

重命名或删除元数据预设

1. 选择“元数据”>“编辑元数据预设”。

2. 单击“预设”弹出菜单，并选择要重命名或删除的预设。

3. 再次单击“预设”弹出菜单，然后选择“重命名预设 [预设名称]”或“删除预设 [预设名称]”。

或者，您可以在操作系统中通过将元数据预设从下列位置之一拖动到回收站 (Windows) 或垃圾桶 (Mac OS) 来
将其删除：

/Users/[用户名]/Library/Application Support/Adobe/Lightroom/Metadata Presets/

\用户\[用户名]\App Data\Roaming\Adobe\Lightoom\Metadata Presets

Adobe 还建议
元数据基础知识和操作

自定目录设置

手动将元数据更改存储到文件中

为网格视图设置图库视图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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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注意:

在 Lightroom 的“图库”模块中处理视频时，它会提供一些简单的工具用于预览、设置海报帧，以及通过可导出到
修改照片模块的帧创建静态图像。Lightroom 从数码相机导入许多常见的数字视频文件，包括 AVI、MOV、MP4
以及 AVCHD。您可以在“图库”模块的放大视图中预览视频剪辑、拖拽视频、设置海报帧以及执行更多操作。

有关支持的视频格式的更多信息，请参阅视频支持。

要将视频文件导入 Lightroom，请执行与导入照片相同的步骤。请参阅从硬盘上的文件夹中
导入照片。

要预览视频，请在“图库”模块的网格视图中双击该视频，以进入放大视图。然后，单击视频
播放控制栏中的“播放”按钮 。单击“暂停”按钮  暂停回放。
要手动预览（拖拽）剪辑，请在视频播放控件栏中拖动当前时间指示器 。
要设置新的缩览图图像（海报帧），请将当前时间指示器移动到所需帧，然后单击“帧”按钮 

 并选择“设置海报帧”。
要从当前帧创建 JPEG 静态图像，请单击“帧”按钮  并选择“捕获帧”。
注意：Lightroom 利用视频剪辑来堆叠捕获帧。要查看捕获帧，请在“图库”模块的网格视图
中展开堆叠。确认未在“目录”面板中查看上一次导入。

要缩短剪辑，请单击“裁切视频”按钮 ，然后将开始或结束标记拖到所需位置。

在 Lightroom 中拖动标记以裁切视频剪辑。

要从 Lightroom 导出视频，执行与导出照片相同的步骤。请参阅将文件导出到磁盘或 CD。

您无法直接通过 Lightroom 在 Photoshop 中打开视频。

如果您在“图库”模块中编辑视频文件的元数据，则更改将存储在 Lightroom 目录中。信息对其它应用程序
不可用。您无法在 Lightroom 中查看或编辑摄像机的拍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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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快速修改照片”面板

转到页首

转到页首

使用快速修改照片面板在图库中调整照片

复位快速修改照片调整

使用快速修改照片面板在图库中调整照片

使用“图库”模块中的“快速修改照片”面板，可以方便地在“图库”模块中，将图像颜色和色调调整快速应用于一张或
多张照片。使用“快速修改照片”面板对多张照片所做的调整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所有“快速修改照片”设置都
会记录在“修改照片”模块的“历史记录”面板中，且“基本”面板中的相应滑块控件也将随之调整。

在 Infinite Skills 中观看本视频教程以了解有关快速修改照片的详细信息：Adobe Photoshop Lightroom 4 教程 |
使用快速修改照片

单击“快速修改照片”面板中任一区域右侧的三角形  按钮，可以显示或隐藏该区域。

1. 在“图库”模块的网格视图中，选择一张或多张照片。

2. 在“快速修改照片”面板中，执行以下任一操作：

从“存储的预设”弹出菜单中选择一个修改照片预设。在“快速修改照片”面板中调整其它
设置时，该菜单会自动更改为“自定”。如果选择“默认设置”预设，照片会自动复位到
Lightroom 的默认导入设置。

提示：要快速导航“存储的预设”列表，请键入相应字母以转到列表的对应部分。例如，
键入 S 转到“锐化”预设。

从弹出菜单中选择新的裁剪比例来裁剪照片。要向列表中添加更多选项，请选择“输入自
定值”，在“长宽比”框中键入新的宽度和高度裁剪尺寸，然后单击“确定”。

从“处理方式”菜单中选择“灰度”，将照片更改为灰度。

从“白平衡”弹出菜单中选择一个白平衡预设，以应用该预设。

调整“色温”和“色调”设置，微调白平衡。单击箭头按钮，按特定增量提高或降低 K 氏色
温、绿色调或洋红色调。

单击相应的箭头按钮调整各个色调设置。例如，单击“曝光度”按钮可调整图像整体亮
度。每单击一次将会以 1/3 档或 1 档为增量，调整曝光度。

单击“自动调整色调”按钮，对“曝光度”、“黑色色阶”、“亮度”和“对比度”应用 Lightroom
自动设置。

提示：要自动调整照片的色调，请在“预设”首选项中选择“应用自动色调调整”选项。

调整“鲜艳度”设置，可以更改所有饱和度较低的颜色的饱和度，此时对饱和度较高的颜
色产生的影响较小。

与双箭头按钮相比，单箭头按钮调整设置时所用的增量较小。

复位快速修改照片调整

在“快速修改照片”面板中尝试使用各种调整时，可以按 Ctrl+Z (Windows) 或 Command+Z
(Mac OS) 进行还原。
要将一张照片复位为 Lightroom 的默认导入设置，请单击“快速修改照片”面板底部的“全部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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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按钮，或选择“照片”>“修改照片设置”>“复位”。
要彻底移去所有设置，请从“快速修改照片”面板的“存储的预设”弹出菜单中，选择“常规 - 置
零”。

Adobe 还建议
创建和应用修改照片预设

使用喷涂工具应用修改照片预设

调整图像颜色和色调

使用灰度

将修改照片调整应用于其它照片

269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sa/3.0/
http://help.adobe.com///help.adobe.com/zh_CN/legalnotices/index.html
http://www.adobe.com/go/gffooter_online_privacy_policy_cn


在目录中查找照片

转到页首

文本

属性

元数据

任何可搜索的字段

包含的内容

使用图库过滤器栏查找照片

视频教程：基于元数据过滤照片

使用图库过滤器预设

使用收藏夹查找照片

使用关键字标签查找照片

使用图库过滤器栏查找照片

“图库过滤器”栏位于“图库”模块的网格视图顶部，其提供了三种照片过滤模式：文本、属性和元数据。可以选择
使用任一模式，或者组合使用这些模式以执行更复杂的过滤。

可以搜索任何已编制索引的元数据文本字段，包括文件名、题注、关键字以及 EXIF 和 IPTC 元数据。

按旗标状态、星级、色标和副本过滤照片。

可使用高达八列元数据标准过滤照片。

单击任一模式名称可显示或隐藏其选项。这些选项处于打开状态时，其模式标签呈白色。可

一次打开一种、两种或所有三种过滤器模式。

按住 Shift 键单击第二个或第三个标签，可以一次打开多种模式。
单击“无”可隐藏并关闭所有过滤器模式。
注意：当“元数据”过滤器选项处于打开状态时，将指针移至“图库过滤器”栏的下边缘，可调
整其大小。在指针变为双向箭头时，向上或向下拖动其边缘。

使用“文本”过滤器查找照片

可以使用“文本”过滤器中的文本搜索字段，在整个目录或选定照片中进行搜索。可以搜索任何已编制索引的字
段，或选择特定字段，并且可以指定搜索标准的匹配方式。

找到的照片将显示在网格视图和胶片显示窗格中，具体取决于您是在整个目录、特定文件夹或收藏夹还是快捷收

藏夹中进行搜索。匹配搜索标准的照片数量显示在胶片显示窗格的源指示器中。

1. 在“图库”模块中，在“目录”、“文件夹”或“收藏夹”面板上选择一个源。

2. 在“图库过滤器”栏上选择“文本”。

3. 从“任何可搜索的字段”弹出菜单中选择要搜索的字段。

包括可搜索的元数据、题注、文件路径、虚拟副本名、关键字、自定元

数据和收藏夹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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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名、副本名、标题、题注、关键字

可搜索的元数据

可搜索的 EXIF

可搜索的 IPTC

任何可搜索的增效工具字段

包含

包含所有

包含单词

不含

开头为

结尾为

注意:

分别搜索其中的每一个元数据字段。副本名指的是

虚拟副本的名称。

包括可搜索的 IPTC、可搜索的 EXIF 和标题。

包括“制造商”、“型号”、“序列号”和“软件”。

包括联系信息：摄影者、职务、地址、城市、省/直辖市/自治区、邮编和国
家/地区；内容 (Mac OS)/IPTC (Windows)：标题、IPTC 主题代码和作者说明；图像：抽
象流派、IPTC 场景代码、子位置、城市、省/直辖市/自治区、国家/地区、ISO 国家/地区代
码；状态 (Mac OS)/工作流程 (Windows)：标题、作业 ID、说明、授信额度和源；版权：
权利使用条款和版权信息 URL。

包括第三方增效工具所创建的可搜索元数据字段。

4. 从“包含所有”弹出菜单中选择一种搜索规则。

搜索指定的字母数字序列，包括部分单词。例如，如果对 flo 执行“包含”搜索，则返回
的结果包含 flower。如果输入了多个序列，Lightroom 会找到包含各个序列的照片。

搜索包含所有指定字母数字序列的文本。举例来说，您有一个包含了家庭聚会照

片的文件夹，其中的每张照片都标记了拍照的所有人的名字。这种情况下，您可以对 Joh
和 Su 执行“包含所有”搜索，以查找既包含 John 又包含 Susan 的所有照片。只需在搜索术
语之间输入一个空格。

搜索包含所有指定的字母数字序列并将其作为一个完整的单词的文本。例如，要

查找带有关键字 flower 的照片，则需要使用“包含单词”搜索，键入 flower。

搜索不包含任何指定序列的文本。

搜索以指定字母数字序列开头的文本。

搜索以指定字母数字序列结尾的文本。

5. 在搜索框中键入文本。

在任何单词前添加一个惊叹号 (!)，可以将其从搜索结果中排除。在任何单词的前面添加
加号 (+)，以对此单词应用“开头为”规则。在任何单词的后面添加加号 (+)，以对此单词
应用“结尾为”规则。

符合指定文本标准的照片将显示在网格视图和胶片显示窗格中。

6. （可选）要精简搜索结果，请应用“属性”或“元数据”过滤器。

如果指定了两个或两个以上过滤器，则 Lightroom 会返回符合所有标准的照片。

使用“属性”过滤器查找照片

使用“图库过滤器”栏上的“属性”选项，可以按照旗标状态、星级、色标和副本过滤照片。胶片显示窗格中也提供
了“属性”选项。请参阅在胶片显示窗格和网格视图中过滤照片。

1. 在“图库”模块中，在“目录”、“文件夹”或“收藏夹”面板上选择一个源。

2. 在“图库过滤器”栏上选择“属性”。

3. 单击相应选项，按照旗标状态、星级、色标或副本过滤选定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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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注意:

默认列

关闭过滤器

留用

地点列

有星级

无星级

转到页首

符合指定过滤标准的照片将显示在网格视图和胶片显示窗格中。

4. （可选）要精简搜索结果，请应用“文本”或“元数据”过滤器。

如果指定了两个或两个以上过滤器，则 Lightroom 会返回符合所有标准的照片。

使用“元数据”过滤器查找照片

可以使用“图库过滤器”栏上的“元数据”选项，选择特定元数据标准来查找照片。Lightroom 支持通过数码相机和其
他应用程序（如 Photoshop 或 Adobe Bridge）将元数据嵌入在照片中。

1. 在“图库”模块中，在“目录”、“文件夹”或“收藏夹”面板上选择一个源。

2. 在“图库过滤器”栏上选择“元数据”。

3. 单击左边列的标题，从弹出菜单中选择一个元数据类别。然后，在该列内选择一项。例如，
选择“日期”，然后选择“所有日期”。此时，Lightroom 会在该项旁边显示选定照片中符合此
标准的照片数。

在某个列中按住 Shift 的同时单击或按住 Ctrl 键的同时单击 (Windows)，或者按住
Command 键的同时单击 (Mac OS) 多个项，可以同时选择这些项。

4. 在下一列中，选择其它元数据类别，然后从该列内选择一项。

5. 继续选择任意多个元数据类别和标准。单击任一列标题右侧的弹出菜单，可以添加或移去该
列、更改排序顺序，以及在分级视图和展平视图之间切换。

包含指定元数据的照片将显示在网格视图和胶片显示窗格中。

6. （可选）要精简搜索结果，可应用“文本”或“属性”过滤器。

如果指定了两个或两个以上过滤器，则 Lightroom 会返回符合所有标准的照片。

此外，也可以在“元数据”面板中，单击某些元数据文本框旁边的向右箭，来查找照片。

自定图库过滤器栏

Lightroom 提供了六个预定义过滤器，用于快速执行常用过滤器和恢复默认设置。

在“图库过滤器”栏或胶片显示窗格中，从“自定过滤器”菜单选择以下任一选项：

打开默认的四列“元数据”选项：日期、相机、镜头和标签，以及在每个类别中所选的
所有元数据。

关闭所有过滤器并隐藏所有过滤器选项。

显示带“留用”旗标的照片。

按“国家/地区”、“省/直辖市/自治区”、“城市”和“位置”元数据类别过滤照片。

显示带一个或更多星级的照片。

显示不带星级的照片。

使用图库过滤器预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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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到页首

转到页首

将图库过滤器栏设置存储为预设

要提高常用搜索和过滤操作的效率，可将过滤标准存储为预设。

1. 使用“图库过滤器”栏中的“文本”、“属性”和“元数据”选项，指定照片的过滤标准。

2. 从“图库过滤器”栏或胶片显示窗格右侧的“自定过滤器”菜单中，选择“将当前设置存储为新预
设”。

3. 在“新建预设”对话框中，键入预设名称，然后单击“创建”。

应用图库过滤器栏预设

要应用某个过滤器预设，请从“自定过滤器”菜单中选择该预设。

删除图库过滤器栏预设

要删除某个过滤器预设，请从“自定过滤器”菜单中选择该预设，然后选择“删除预设 [预设名
称]”。

重命名图库过滤器栏预设

要重命名某个过滤器预设，请从“自定过滤器”菜单中选择该预设，然后选择“重命名预设 [预
设名称]”。

使用收藏夹查找照片

除了用于查看和组织照片之外，收藏夹还可用于查找特定照片。

1. 在“收藏夹”面板中，选择一或多个项目。

此时，收藏夹中的照片会显示在网格视图和胶片显示窗格中。选择收藏夹集时会包括该集中

的所有收藏夹。

2. （可选）要精简搜索结果，请使用“图库过滤器”栏应用“文本”、“属性”或“元数据”过滤器。

使用关键字标签查找照片

使用“关键字列表”面板，可以查找包含特定关键字标记的照片。

1. 在“关键字列表”面板中，选择某个关键字标记，然后单击照片张数旁边的右向箭头。

Lightroom 会在网格视图和胶片显示窗格中显示目录中包含该关键字标记的所有照片。同时
会打开“图库过滤器”栏，显示相应的元数据关键字标准。

2. （可选）要精简搜索结果，请使用“图库过滤器”栏应用“文本”、“属性”或其它“元数据”过滤
器。

Adobe 还建议
查看文件夹内容

为照片设置旗标、色标和星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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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witter™ 与 Facebook 中的内容不在 Creative Commons 的条款约束之下。

法律声明   |   在线隐私策略

使用快捷收藏夹

元数据基础知识和操作

高级元数据操作

使用基本过滤器

照片收藏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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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和修改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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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obe 支持 >
Adobe Photoshop Lightroom
> “修改照片”模块基础知识

“修改照片”模块基础知识
搜索

Adobe Photoshop Lightroom 用户指南
>

在此页面上

模块概述

“修改照片”模块中的视图
“修改照片”模块的按钮和工具
创建和应用修改照片预设

还原图像调整

将设置复制到照片的修改前或修改后版本

编辑 HDR 图像

适用于: Adobe Photoshop Lightroom
已在 Lightroom CC 2015.8/Lightroom 6.8 版本中更新

修改照片模块包含两组面板和一个工具栏，用于查看和编辑照片。屏幕左侧是“导航器”、“预设”、“快照”、“历史记录”和“收藏夹”面板，用于预览、存
储和选择对照片所做的更改。屏幕右侧是用于对照片进行全局和局部调整的工具和面板。工具栏中包含的控件可用于执行多种任务，例如在“修改
前”与“修改后”视图之间切换、进行即席幻灯片放映以及缩放等。

修改照片模块

A. “预设”、“快照”、“历史记录”和“收藏夹”面板 B. 工具栏 C. 直方图 D. 照片信息 E. 智能预览状态 F. 工具条 G. 调整面板 

模块概述

使用修改照片模块中的“直方图”面板，可以测量色调以及对照片进行色调调整。
有关照片智能预览状态的更多信息，显示在“直方图/EXIF 信息/RGB 值”下面。

通过使用工具条中的工具，可以修复红眼，消除污点，裁剪和修齐照片，以及对照片的特定区域应用调整。

“基本”面板包含用于调整照片的白平衡、颜色饱和度和色调等级的主要工具。

“色调曲线”和“HSL/彩色/黑白”面板包含用于微调颜色和色调的工具。

“分离色调”面板可用于为黑白图像着色，或创建彩色图像的特殊效果。

“细节”面板可用于调整锐化程度和减少杂色。

“镜头校正”面板可用于校正由相机镜头导致的色差和镜头暗角。

“效果”面板可用于将暗角应用于经过裁剪的照片、添加胶片颗粒效果或者调整照片中的朦胧量或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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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机校准”面板可用于调整相机的默认校准设置。

“修改照片”模块中的视图

参考视图

仅适用于 Creative Cloud 会员

参考视图可以在修改照片模块中提供一个专用的双联视图，该视图允许您放置一张静态参考照片，它显示在修改照片模块中可编辑的现用照片旁。

这种视图适用于执行下面的图像编辑操作：要求在视觉上匹配给定图像的特征（例如，匹配给定图像的外观以创建预设）、确定照片的白平衡一致

性、平衡要在一个布局或演示文稿中一起使用的多张照片的图像属性，以及微调所应用的相机匹配配置文件，进而与相机生成的 JPG 文件的外观匹
配。

1. 启动参考视图

您可以在修改照片模块和图库模块中，启动参考视图。

要在图库模块中启动参考视图，请执行以下操作：

1. 在网格视图或放大视图中，选择要编辑的照片。
2. 执行以下任一操作：

从菜单栏中选择“照片”>“在参考视图中打开”，或者按 Shift+R 键。
右键单击某张照片，然后从上下文菜单中选择在参考视图中打开。

要在修改照片模块中启动参考视图，请执行以下任一操作：

选中照片后，单击位于工具栏中的  图标。

该操作可以将选中的照片添加到参考视图的“现用”窗口中，您可以在此编辑这张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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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照片”模块中的参考视图；要在“现用”窗口中编辑的照片。

2. 选择参考照片

在参考视图中，将照片从胶片显示窗格拖放到参考窗口，以将其设置为参考照片。

您也可以在“图库”模块的网格或“修改照片”模块的“放大”视图中设置参考照片，具体方法是：右键单击照片，并从上下文菜单中选取设置为参考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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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视图在左侧的“参考”窗口中显示参考照片，在右侧的“现用”窗口中显示要进行编辑的照片。

要在参考视图中更改参考照片，请执行以下任一操作：

右键单击胶片显示窗格中的照片，然后从上下文菜单中选择设置为参考照片。

将新照片拖放到“参考”窗口。
切换到“图库”模块，右键单击网格中的照片，然后从上下文菜单中选择设置为参考照片。

默认情况下，参考视图在屏幕上并排显示参考照片和现用照片。要在参考视图中将显示方式切换到上/下，请执行以下任一操作：

单击工具栏中的  图标，以在参考视图 - 左/右和参考视图 - 上/下显示方式之间切换。
从弹出菜单中选择参考视图 - 上/下选项。

3. 编辑现用照片

如今，您可以使用右侧的工具和面板，对现用的照片进行编辑，以便让其特征和外观在视觉上与参考照片匹配。

如果要在参考视图中编辑照片的同时，查看现用照片的修改前视图，请按“\”键。Lightroom 可以在“现用”窗口中显示照片以前的版本。此
时，“现用（修改前）”字样会显示在“现用”窗口的左上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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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现用照片（右）应用修改照片设置，以便让其特征和外观在视觉上与参考照片（左）匹配。

注意:

在参考视图中，您可以使用所有的修改照片工具来编辑现用照片，除裁剪工具之外。启动参考视图之前，您可以在照片中应用包括“裁剪”在内的
大部分局部编辑操作。

选择“裁剪”工具时，Lightroom 将会显示选择裁剪工具将退出参考视图对话框。您可以单击继续以退出。或者，单击取消，以留在参考视图中。

要在参考视图中更改现用照片，请执行以下任一操作：

选择胶片显示窗格中的其他照片

将新照片拖动到“现用”窗口。
单击工具栏中的“参考照片”锁定图标 ，切换到图库模块，选择一张新照片，然后从菜单栏中选择“照片”>“在参考视图中打开”。

注意:

默认情况下，当您从“修改照片”模块切换到其他任何模块时，Lightroom 将会清除当前的参考照片。若要将当前参考照片锁定在参考窗口，请在
从“修改照片”模块切换到其他任何模块之前，单击工具栏中的参考照片锁定图标 。

参考视图中的 RGB 和 LAB 颜色读数

在参考视图中，将鼠标悬停在参考/现用照片上时，Lightroom 会在位于右上角的“直方图”面板中显示 RGB/LAB 颜色读数。

如果参考照片与现用照片/经过裁剪的现用照片的长宽比相匹配，则读数会以下面的形式显示：

参考/现用  R [参考值]/[现用值] G [参考值]/[现用值] B [参考值]/[现用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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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视图中的 RGB 颜色值读数

 
 

如果参考照片和现用照片的长宽比不匹配，则只显示当前鼠标在其上悬停的图像的颜色值。而另一个图像的颜色值则显示为“- -”。
如果当前未设置参考照片或现用照片，则其颜色值会显示为“- -”。

切换到现用照片的修改前视图时，参考/现用（修改前）照片的颜色值会以类似形式显示。

参考/现用（修改前） R [参考值]/[现用修改前值] G [参考值]/[现用修改前值] B [参考值]/[现用修改前值] %

默认情况下会显示 RGB 颜色值。要显示 LAB 颜色值，右键单击直方图，然后选择显示 Lab 颜色值。

4. 退出参考视图

要退出参考视图，请执行以下任一操作：

要留在“修改照片”模块中，请按工具栏中的“放大”图标，或者按 D 键。
要返回“图库”模块，请单击模块选取器中的图库，或者按 G 或 E 键。

在参考视图中对多张照片应用修改照片调整

使用“修改照片”模块中的参考视图时，您可以将当前现用照片的选定“修改照片”设置应用到“胶片显示窗格”中的其他照片。

1. 在参考视图中，选择参考照片。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参考视图。

2. 在“胶片显示窗格”中选择要应用修改照片调整的所有照片。

注意:

Lightroom 会将所选照片中选定次数最多的照片自动设置为现用照片。

3. 在屏幕右下角，单击同步按钮左侧的启用自动同步开关以启用“自动同步”模式。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在多张照片间同步设置。

4. 现在，对现用照片进行调整，以便在视觉上匹配参考照片的特征。这些调整会应用到所有选定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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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修改前与修改后的照片

在对某张照片应用修改照片设置期间，可以比较该照片修改前后的两个版本。“修改前”视图首先显示最初导入的照片，包括已应用的所有预设。除非
您向该照片中复制设置，否则它将一直保持不变。“修改后”视图跟踪显示您所做的更改。缩放和平移操作会在这两个视图中同步执行。

在“放大视图”中，每次要在“修改前与修改后”视图之间进行一次切换时，请按反斜线键 (\)，或者选择“视图”>“修改前/修改后”>“仅修改前”。此
时，“修改前”字样显示在图像的右下角。
要同时在两个视图中分别显示“修改前”和“修改后”照片，请单击工具栏中的“修改前与修改后视图”按钮在各选项间切换，或者从该按钮的弹出菜
单中选择一个选项。

修改前/修改后左/右：

两个完整版本的照片，以两个视图左右并排显示在屏幕上。

 

修改前/修改后左/右拆分：

拆分为两个半张照片，以两个视图左右并排显示在屏幕上。

 

修改前/修改后上/下：

两个完整版本的照片，以两个视图上下并排显示。

 

修改前/修改后上/下拆分：

拆分为两个半张照片，以两个视图上下并排方式显示。

 

将设置复制到照片的修改前或修改后版本

在照片的“修改前/修改后”视图中，可以将一个照片版本的设置应用于另一个版本，反之亦然。

在工具栏中，单击“复制修改前设置到修改后的设置”按钮。
在工具栏中，单击“复制修改后设置到修改前的设置”按钮。
单击“互换修改前后的设置”。
选择“设置”>“复制修改后设置到修改前的设置”。
选择“设置”>“复制修改前设置到修改后的设置”。
选择“设置”>“互换修改前后的设置”。

注意:

您在“放大视图”中查看修改前或修改后版本时，同样可以使用上述菜单命令。

一个版本的所有当前设置都会复制到另一个版本。要复制单个历史设置，请在“历史记录”面板中右键单击 (Windows) 或按住 Control 键单击 (Mac OS)
一个状态，然后选择“将历史记录步骤设置复制到修改前”。

“修改照片”模块的按钮和工具

显示或隐藏修改照片工具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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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视图”>“显示工具栏”或“隐藏工具栏”，或者按 T 键。

工具条中的工具

“直方图”面板下方的工具条中包含用于对照片的特定区域进行局部编辑的工具。选择其中任一工具可在工具箱中显示其选项。取消选择该工具将会关
闭工具箱，而恢复为“手形”或“缩放”工具。

裁剪叠加

包含“裁剪叠加”工具、“裁剪框工具”、“长宽比”锁按钮及其选项，以及“矫正工具”和“矫正”滑块。

污点去除

包含“仿制”和“修复”选项以及“大小”滑块。单击“复位”可清除对照片所做的更改。

红眼校正

包含“瞳孔大小”和“变暗”滑块。单击“复位”可清除对照片所做的更改。

渐变滤镜

包含对某一照片区域进行色调调整的选项。

径向滤镜包含用于创建多个偏心暗角区域的选项，以突出显示照片的特定部分。

调整画笔

包含通过喷涂对照片的特定区域应用曝光度、清晰度、亮度以及其他色调调整的选项。

修改照片模块的其它按钮和工具

手形/缩放工具

当您将指针悬停在照片上时，在“直方图”下方会显示其 R、G 和 B 颜色值。此时显示哪一种工具取决于当前的视图。如果放大因子为“适合”，则会显
示“缩放”工具。如果放大因子为“填满”、1:1 或更高，则会显示“手形”工具。单击照片可在“适合”与 1:1 之间切换。

白平衡选择器

可以在“基本”面板中单击此工具，或者从“视图”菜单中或按 W 键来选择此工具。该工具的选项将会显示在工具栏中。

目标调整

通过在照片中拖动目标调整工具，可以调整对应的颜色和色调滑块。该工具可从“色调曲线”面板、“HSL/颜色/黑白”面板或“视图”菜单中进行选择。选
中该工具后，可从工具栏中的“目标组”弹出菜单中选择各个目标。

放大视图

虽然这种单张照片的视图在修改照片模块和图库模块中都可以使用，但相应的键盘快捷键却不相同：在修改照片模块中，放大视图的键盘快捷键为 D
键，而在图库模块中的键盘快捷键则为 E 键。使用工具栏中的“放大视图”按钮，可以在各个模块中快速切换到放大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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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制”与“粘贴”

使用位于左侧面板下方的这两个按钮，可以复制当前设置或将其粘贴到选定照片。

“上一张”、“同步”和“自动同步”

这些按钮显示在右侧面板底部，根据您在胶片显示窗格中选择了一张还是多张照片进行切换。如果在胶片显示窗格中只选定了一张照片，则会显示“上
一张”按钮，用于复制上一次选定照片的所有设置，并将其粘贴到当前选定照片。如果选择了多张照片，则会显示“同步”按钮，用于选择将当前选定照
片的哪些当前设置粘贴到其它选定照片。使用“自动同步”按钮可使系统在移动每个滑块之后，自动调整其它选定的照片。按 Ctrl 键 (Windows) 或
Command 键 (Mac OS) 将“同步”按钮转换为“自动同步”按钮。

修改前与修改后视图

工具栏中的“修改前与修改后视图”按钮提供了四个选项。您可以按照左/右或上/下方式排列两个照片视图：在每个视图中分别显示完整照片，或将照
片拆分为两半分别显示在每个视图中。单击“放大视图”按钮可关闭“修改前与修改后”视图。

复制设置

使用这三个复制按钮，可以将“修改后”视图的当前设置复制并粘贴到“修改前”视图，或将“修改前”视图的当前设置复制并粘贴到“修改后”视图，或在这
两个视图之间互换设置。在修改照片模块中选择了“修改前与修改后”视图时，这些按钮即会显示在工具栏中。

选择工具和选项

单击所需工具或从“工具”菜单中选择该工具。要取消对某一工具的选择，请单击此工具，然后单击“完成”，或者选择其它工具。 

创建和应用修改照片预设

使用预设可以存储一组设置，然后将其应用于其它照片。在修改照片模块中创建一个预设并将其添加到“预设”面板后，该预设将会一直保留在面板
上，直到您将其删除为止。此预设还会显示在“修改照片设置”列表中，导入照片时可进行选择。

预览和应用修改照片预设

修改照片模块的“预设”面板中列出了一组默认预设。单击“Lightroom 预设”文件夹可显示默认预设。

要预览照片应用某一预设后的效果，请在“预设”面板中，在该预设上移动指针，并在“导航器”面板中查看效果。
要将某一预设应用于照片，请在“预设”面板中单击该预设。

创建和组织修改照片预设文件夹

1. 右键单击 (Windows) 或者按住 Control 键单击 (Mac OS) 希望显示文件夹的区域，然后选择“新建文件夹”。

2. 键入文件夹的名称，然后单击“确定”。

3. 将模板拖动到一个文件夹名上，将此模板移到该文件夹。

如果将 Lightroom 预设模板拖动到其它文件夹，则此模板将复制到该文件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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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修改照片预设

您创建的预设取决于选定照片的当前设置。

1. 在修改照片模块中，单击“预设”面板顶端的“新建预设”(+) 按钮，或选择“修改照片”>“新建预设”。

2. 单击“全选”选择所有设置；或单击“全部不选”取消选择所有设置，再单击，选择预设中要包含的各项设置。

3. 在“预设名称”框中键入名称，并指定应存储该预设的文件夹，然后单击“创建”。

此时，该预设会添加到“预设”面板上指定文件夹下的预设列表中。

更新修改照片预设

1. 选择一个用户预设，然后根据需要修改设置。

2. 右键单击 (Windows) 或按住 Control 键单击 (Mac OS)“预设”面板中的某个预设，然后选择“使用当前设置更新”。

3. 指定要包含在该预设中的设置，然后单击“更新”。

删除自定预设

不能删除 Lightroom 的内置预设，只能删除自定预设。

在“修改照片”模块中，右键单击 (Windows) 或按住 Control 键单击 (Mac OS)“预设”面板中的某个预设，然后选择“删除”。

注意:

请勿按键盘上的 Delete 键！这样做会删除当前选定的照片。

确定自定预设的存储位置

默认情况下，自定（用户）预设存储在 Lightroom 文件夹下的某个文件夹中。有关 Mac OS 和 Windows 中特定位置的信息，请参阅 Lightroom 5 中
的首选项位置和其他文件位置。

要将用户预设存储在目录所在的文件夹中，请在“首选项”对话框的“预设”面板中选择“将预设与目录存储在同一位置”。
要查看用户预设所在位置，请在修改照片模块的“预设”面板中右键单击 (Windows) 或按住 Control 键并单击 (Mac OS) 该预设，然后选择“在资
源管理器中显示”(Windows) 或“在 Finder 中显示”(Mac OS)。

导入和导出修改照片预设

您可以导出自己创建的预设与同事共享，或者在其它计算机上使用。预设模板将以 .lrtemplate 扩展名存储。

要导出一个预设，请右键单击 (Windows) 或按住 Control 键单击 (Mac OS) 该预设，然后选择“导出”。输入预设模板文件的名称，然后单击“保
存”。
要导入一个预设，请右键单击 (Windows) 或按住 Control 键单击 (Mac OS) 希望显示该预设的区域，然后选择“导入”。双击该预设模板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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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原图像调整

Lightroom 提供了多种方法用于还原（或称复位）在修改照片模块中对照片所做的调整。

注意:

请在还原照片之前首先存储所做设置的快照或预设，以免彻底丢失设置。

要在修改照片模块中还原调整，请执行以下任一操作：

单击“复位”按钮恢复到 Lightroom 默认设置。
在“预设”面板中，单击“普通 - 置零”预设
在“历史记录”面板或“快照”面板中，选择在您应用设置之前就存在的较旧版本的照片。
双击相应滑块控件将其复位为零。

在“编辑”菜单中选择“还原”。Lightroom 可以记录所做的各项设置。多次选择“还原”可以还原所有设置。

将设置复制到照片的修改前或修改后版本

编辑 HDR 图像

在 Lightroom 4.1 或更高版本中，可以导入并处理 16 位、24 位和 32 位浮点图像，这些图像通常称为 HDR（高动态范围图像）。您可以使用修改照
片模块控件来编辑 HDR 图像，然后渲染这些图像，以导出或打印为 8 位或 16 位图像。Lightroom 可导入 TIFF 和 DNG 格式的 HDR 图像。请确保这
些图像的进程版本是 2012。请参阅进程版本。

在处理 HDR 图像时，修改照片模块中“曝光度”控件的范围将扩大为 +10 到 -10。

Lightroom 可导入 HDR 图像，但无法汇集这些图像。要汇集 32 位图像，可以在“图库”中选择这些图像，然后在 Photoshop 中进行编辑。请确保将
HDR 文件存储为 32 位 TIFF。请参阅在 Photoshop 中将照片合并为 HDR。

注意:

请设置您的 Lightroom 首选项，将在 Photoshop 中编辑的文件另存为 Tiff 格式。选择“Lightroom”>“首选项”(Mac) 或“编辑”>“首选项”(Windows)。在
Adobe Photoshop <version> 的“编辑”下的“外部编辑”部分中，选择 Tiff 作为文件格式。Photoshop <version> 可能因安装的 Adobe Photoshop 版本
而有所不同。

有关 HDR 图像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Photoshop 帮助中的高动态范围图像。

更多此类内容

管理图像历史记录和快照

  Creative Commons 条款未涉及 Twitter 和 Facebook 帖子。

法律声明   |   在线隐私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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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全景图

在 Adobe Photoshop Lightroom 6.4/Lightroom CC 中更新

Lightroom 允许您将一个风景的多张照片合并为一张叹为观止的全景图。您可以在生成合并图像之前查看全景图
的快速预览，并对它进行调整。

使用 Lightroom 创建叹为观止的全景图

1. 在 Lightroom 中选择源图像。
2. 依次选择照片 > 照片合并 > 全景图，或按 Ctrl/Control+M。
3. 在“全景图合并预览”对话框中，如果希望 Lightroom 自动选择布局投影，请选择自动选择投
影。Lightroom 可分析源图像并应用透视、圆柱和球面布局，具体取决于哪一种投影能够生
成更好的全景图。

或者，您也可以手动选择布局投影：

球面：对齐和变换用于球面内映射的图像。此投影模式非常适合用于真正的广角或多行全景

图。

透视：投射用于平面映射的全景图。由于此模式会使直线保持笔直，因此它很适合用于建筑

摄影。真正的广角全景图可能并不适合使用此模式，因为在生成的全景图的边缘附近会产生

多余的扭曲。

圆柱：投射用于圆柱内映射的全景图。此投影模式非常适合于广角全景图，但它也会使垂直

线保持笔直。

所有这些投影模式都同样适合于水平和垂直全景图。

适用于广角全景图的圆柱布局投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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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预览全景图时，请选择“自动裁剪”以移去合并图像周围不需要的透明区域。

自动裁剪可移除透明区域，这些区域在本图示中以白色显示

5. 您可以使用边界变形*滑块设置 (0-100) 将全景图变形，以填充画布。使用该设置，可将合
并图像边界区域的图像内容保留下来，否则会因为裁剪而导致内容丢失。滑块可以控制边界

变形*的程度。

* 只有 Lightroom CC 中提供了“边界变形”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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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边界变形”可保留边界附近的全景图内容；将滑块从 0（上图）调至 90（下图）

滑块值越高，全景图与四周的矩形框架贴合得越紧密。

6. 在完成选择后，单击合并。Lightroom 可创建全景图并将它放入您的目录。

您可以将所有的修改照片模块设置应用于全景图，就像把它们应用于单个图像一样。

Lightroom 可创建垂直和多行全景图。对源图像的元数据和边界进行分析，以确定最适合它们的是水平、垂直
还是多行全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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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DR 照片合并
在 Adobe Photoshop Lightroom CC/Lightroom 6 中引入

Lightroom 允许您将多个包围曝光图像合并为一个 HDR 图像。

具有不同曝光度级别的相同对象的图像（“-1”和“+1”图像）

1. 按住 Cmd/Ctrl 并单击 Lightroom 中的图像以选择它们。
2. 依次选择照片 > 照片合并 > HDR。或按 Ctrl+H。
3. 必要时，可以取消选择“HDR 合并预览”对话框中的自动对齐和自动调整色调选项。

自动调整色调：为平均调整色调的合并图像提供一个良好的起始点

自动对齐：当合并的图像在不同的拍摄点之间有细微的移动时非常有用。如果图像是使用手

持相机拍摄的，则启用此选项。如果图像是使用三脚架拍摄的，则可能不需要启用此选项。

在对话框内即可预览这些设置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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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DR 合并预览”对话框

4. 有时候，在合并了多个包围曝光图像之后，HDR 图像中的某些区域可能会显示不自然的半
透明效果。在“HDR 合并预览”对话框中选择以下伪影消除选项之一，用以校正这些异
常：无、低、中或高。首先尝试低伪影消除选项，以获取一个空白的合并图像。在必要时可

尝试更高的设置。

低：校正各帧之间较小的移动

中：校正各帧之间适量的移动

高：校正各帧之间较大的移动

在对话框内即可预览这些设置的效果。必要时，选择查看伪影消除叠加。

5. 单击“合并”可创建 HDR 图像 (.dng)。Lightroom 可创建图像并在您的目录中显示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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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obe 支持 >
Adobe Photoshop Lightroom
> 使用 Upright 校正照片中的扭曲透视

使用 Upright 校正照片中的扭曲透视
搜索

Adobe Photoshop Lightroom 用户指南
>

在此页面上

关于 Upright 透视校正
使用 Upright 模式校正镜头扭曲
复制或同步“变换”设置
修改前和修改后示例

适用于: Adobe Photoshop Lightroom
已在 Lightroom CC 2015.6 中引入的功能

注意:

此页面针对的是 Lightroom 的 Creative Cloud 版本。如果您使用的是 Lightroom 6.x 或更早版本，请参阅 Upright 自动透视校正。

关于 Upright 透视校正

使用不正确的镜头或相机晃动可能会引起照片透视图倾斜。这些类型的扭曲在包含垂直线和几何形状的照片中尤为明显。使用“变换”面板中的 Upright
功能，您可以轻松校正那些垂直透视或水平透视发生扭曲的照片。

Upright 功能提供了四种自动透视校正选项（“自动”、“水平”、“垂直”、“完全”）和一个引导式选项。在应用 Upright 选项后，您可以手动修改基于滑
块的变换选项以优化调整。

注意:

在使用 Upright 校正透视之前，请先将镜头校正配置文件应用于您的相机和镜头组合。首先应用镜头校正配置文件可以更好地对 Upright 校正进行图
像分析。

使用 Upright 模式校正镜头扭曲

1. （可选）在“修改照片”模块中，导航到“镜头校正”面板。在“基本”选项卡中，选中“启用配置文件校正”复选框。

注意:

强烈建议您根据相机和镜头组合启用“镜头校正”面板中的镜头校正，然后再使用 Upright 模式处理照片。

2. 导航到“变换”面板。从五个可用的 Upright 选项中，单击一个选项以对照片应用校正。

水平：校正水平扭曲。

垂直：校正垂直扭曲。

自动：在平衡整个图像并且尽可能多地保留原始图像的情况下，校正垂直扭曲和水平扭曲。

完全：所有水平、垂直和自动透视校正的组合。

引导式：允许您在照片上绘制两条或更多条参考线，以自定义透视校正。操作方法：

1. 单击“变换”面板左上角的“引导式 Upright 工具”图标，然后直接在照片上绘制参考线。
2. 至少绘制两条参考线后，照片会以交互方式变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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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自定义透视校正的引导式 Upright 工具

注意:

在应用 Upright 选项时，将重置以前应用的裁剪和任何变换设置。要保留这些设置，请在选择 Upright 模式时按住 Option (Mac)/Alt (Win) 键。

注意:

在尝试使用这五种 Upright 模式时，如果选中或清除“启用配置文件校正”复选框，请单击“更新”（位于“变换”面板的右上角）。

3. 依次应用 Upright 模式，直至找到最佳的设置。

注意:

这五种 Upright 模式可以校正和管理扭曲和透视错误。每张照片的最佳设置各不相同。先尝试应用这五种设置，然后再确定最适合您的照片的
Upright 模式。

校正照片透视时，在图像边界附近可能会出现白色区域。要防止发生这种情况，请根据原始尺寸选择“锁定裁剪”选项，以自动裁剪照片。

4. 除了自动校正选项以外，您还可以手动调整照片透视。使用微调透视校正的滑块 ─ 垂直、水平、旋转、长宽比、比例、X 轴偏移、Y 轴偏移。

复制或同步“变换”设置

可以复制（复制设置）或同步（同步设置）Upright 以在一个或多个照片中使用。复制设置和同步设置对话框中提供了三个选项。这些选项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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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pright 模式

在选择“Upright 模式”时，将复制选定的模式。不过，将这些设置复制到的图像是根据特定图像的内容校正的。

Upright 变换

在选择 Upright 变换时，将复制/同步确切的 Upright 变换。选中“Upright 变换”复选框时，将会自动选中“Upright 模式”复选框。

Upright 调整

当您选中 Upright 调整时，将会复制“垂直”、“水平”、“旋转”、“长宽比”、“比例”、“X 轴偏移”、“Y 轴偏移”调整滑块的当前值。

选择何时使用 Upright 模式或 Upright 变换选项：

在使用 Upright 模式时，将根据每个图像包含的数据对其进行分析和变换。因此，对于以特定方式分析的图像，可能会在不同光照条件或相机角度下
以略微不同的方式进行分析。

Upright 模式。在处理的大多数图像各不相同时使用；必须单独分析这些图像以根据它们自己的信息进行变换。例如，您在城市的多个场景中拍
摄了一些图像，但很多图像略微倾斜。您可以在一个图像中使用水平 Upright 模式，然后将设置复制到所有其它图像。
Upright 变换：当您希望以完全相同的方式变换每个图像时使用。例如，您在同一场景中拍摄了多个图像以用于 HDR 工作流程，但这些图像略
微倾斜。您可以在一个图像中使用水平 Upright 模式，然后将完全相同的变换复制到每个用于 HDR 的图像。

修改前和修改后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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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图像。下面显示了各种 Upright 模式的结果。

 

除了应用 Upright 模式以外，还为下面所示的所有示例启用了以下设置：

启用“配置文件校正”
锁定裁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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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图像色调和颜色

转到页首

注意:

注意:

调整图像颜色和色调

设置白平衡

调整图像的整体色调等级

使用直方图调整色调等级

设置整体颜色饱和度

视频教程：处理清晰度、鲜艳度和饱和度

使用“色调曲线”面板微调色调等级
使用 HSL 滑块微调图像颜色
调整相机的颜色校准

为相机存储默认设置

使用灰度

将照片转换为灰色调照片

调整灰度照片的色调

处理单通道灰度图像

视频教程：处理黑白调整

调整图像颜色和色调

有关详细说明，请单击下面的链接：要提出问题、请求功能或报告问题，请访问 feedback.photoshop.com。

设置白平衡

您可以调整照片的白平衡，以反映拍摄照片时所处的光照条件：日光、白炽灯或闪光灯等。

可以选择白平衡预设选项，或单击您希望指定为中性色的照片区域。Lightroom 会调整白平衡设置，然后您可以
使用提供的滑块对其进行微调。

白平衡预设选项仅适用于 Raw 照片和 DNG 照片。使用滑块可以编辑所有照片的白平衡。

选择白平衡预设选项

在修改照片模块的“基本”面板中，从“白平衡”弹出菜单中选择一个选项。选择“原照设置”时将会使用相机的白平衡
设置（如果可用）。选择“自动”选项时将会基于图像数据计算白平衡。

Lightroom 会应用所选白平衡设置，同时相应移动“基本”面板中的“色温”和“色调”滑块。使用这些滑块可以微调颜
色平衡。请参阅使用色温和色调控件微调白平衡。

如果相机的白平衡设置不可用，则默认为“自动”选项。

指定照片的中性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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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关闭

显示放大视图

“缩放”滑块

完成

色温

色调

注意:

1. 在修改照片模块的“基本”面板中，单击“白平衡选择器”工具 将其选中，或按 W 键。

2. 将白平衡选择器移到照片上的一处中性浅灰色区域中。请避免移到光谱高光或 100% 白色
区域。

3. 根据需要设置工具栏中的选项。

将“白平衡选择器”工具设置为仅在照片中单击一次后即自动关闭。

显示位于白平衡选择器下的像素样本的特写视图和 RGB 值。

在放大视图中缩放特写图。

关闭“白平衡选择器”工具，默认情况下，指针会变为“手形”或“放大”工具。
将“白平衡选择器”工具移至不同像素时，“导航器”中会显示颜色平衡的预览。

4. 找到合适区域时，单击该区域。

如果可能，“基本”面板中的“色温”和“色调”滑块将会随之调整，使选定颜色成为中性色。

使用色温和色调控件微调白平衡

在“修改照片”模块的“基本”面板中，调整“色温”和“色调”滑块。

使用 Kelvin（绝对温度）颜色温标微调白平衡。将该滑块左移可降低照片的色温，将其右移可提高照片的
色温。

也可在“色温”文本框中设置一个特定 Kelvin 值，使其与环境光颜色匹配。单击当前值可以选择该文本框，然后输
入新值。例如，摄影用的白炽灯光通常在 3200 Kelvin 达到平衡。如果您在摄影用白炽灯光下拍照并将图像色温
设置为 3200，则您的照片应显示为色彩平衡。
使用原始文件的好处之一是您可以调整色温，就如同您在拍摄时更改相机的设置那样，因而允许设置的范围很
广。处理 JPEG、TIFF 和 PSD 文件时，采用的是 -100 至 100 范围的温标值，而不是 Kelvin 温标。非原始文
件（例如 JPEG 或 TIFF 文件）在文件中包含色温设置，因此温标范围更有限。

微调白平衡来补偿绿色或洋红色调。将滑块左移（负值）可向照片添加绿色；将滑块右移（正值）可添加
洋红。

小提示：如果在调整色温和色调之后，发现阴影区域中存在绿色或洋红偏色，则可以尝试调整“相机校准”面板中
的“阴影色调”滑块将其消除。

调整图像的整体色调等级

使用“基本”面板上的色调控件，可以调整图像的整体色调等级。进行操作时，请注意直方图的端点，或者使用阴
影和高光剪切预览。

1. （可选）在“基本”面板的“色调”区域中，单击“自动”设置整体色调等级。此时 Lightroom 会
设置相应滑块，使色调等级达到最大，而使高光和阴影剪切减少到最小。

2. 调整下列色调控件：

可用的色调控件取决于正在使用的是处理版本 2012、2010 还是 2003（如所标
示）。

要递增/递减滑块值，可以选择相应值，然后按向上键或向下键。双击滑块控件可将其值
复位为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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曝光度

对比度

高光

阴影

白色色阶

黑色色阶

黑色色阶

高光修正

补光效果

亮度

（全部）设置图像总体亮度。调整滑块，直到照片达到满意效果，并且图像达到所
需亮度。

曝光度值的递增与相机光圈值（光圈大小）的递增等量相当。将曝光度调整 +1.00 相当于
使光圈值增加 1。将曝光度调整 –1.00 相当于使光圈值减小 1。

（全部）增加或降低图像对比度，主要影响中间色调。增加对比度时，中间色调到
暗色调的图像区域会变得更暗，而中间色调到亮色调的图像区域会变得更亮。降低对比度
时，对图像色调产生的影响与之相反。

(PV2012) 调整图像明亮区域。向左拖动可使高光变暗，并恢复“模糊化的”高光细节。
向右拖动可使高光变亮，同时最小化剪切。

(PV2012) 调整黑暗图像区域。向左拖动可使阴影变暗，同时最小化剪切。向右拖动
可使阴影变亮，并恢复阴影细节。

(PV2012) 调整白色色阶剪切。向左拖动可减少高光剪切。向右拖动可增加高光
剪切。（对于镜面高光（如金属表面），可能需要增加剪切。）

(PV2012) 调整黑色色阶剪切。向左拖动可增加黑色色阶剪切（将更多的阴影映
射到纯黑色）。向右拖动可减少阴影剪切。

（PV2010 和 PV2003）指定哪些图像值映射黑色色阶。右移此滑块可使更多区
域变为黑色，有时会造成图像对比度增加的印象。最佳黑色效果在阴影中产生，而中间色调
和高光的变化相对较少。

（PV2010 和 PV2003）降低极限高光的色调，并尽量恢复因相机过度曝光而损
失的高光细节。如果只剪切了一两个颜色通道，Lightroom 能够恢复原始图像文件中的细
节。

（PV2010 和 PV2003）照亮阴影以显示更多细节，同时保留黑色色阶不变。请
注意不要过度应用该设置，以免导致图像杂色。

（PV2010 和 PV2003）调整图像亮度，主要影响中间色调。在设置“曝光度”、“高光
修正”和“黑色色阶”滑块之后调整亮度。大幅调整亮度可能会影响阴影或高光剪切，因此调整
亮度之后，您可能需要重新调整“曝光度”、“高光修正”或“黑色色阶”滑块。

使用直方图调整色调等级

关于直方图

直方图表示照片中各明亮度百分比下像素出现的数量。如果直方图从面板左端一直延伸到面板右端，则表明照片
充分利用了色调等级。若直方图没有使用完整色调范围，则可能导致图像对比度低而昏暗。如果直方图在任一端
呈现峰值，则表明对照片进行了阴影或高光剪切。剪切可能会导致图像细节损失。

直方图左端表示明亮度为 0% 的像素，右端表示明亮度为 100% 的像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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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方图由三个颜色层组成，分别表示红色、绿色和蓝色通道。这三个通道发生重叠时将显示灰色；RGB 通道中
任两者发生重叠时，将显示黄色、洋红或青色：黄色相当于“红色”+“绿色”通道，洋红相当于“红色”+“蓝色”通道，
而青色则相当于“绿色”+“蓝色”通道。

使用直方图调整图像

在修改照片模块中，“直方图”面板的某些特定区域与“基本”面板中的色调滑块相关。可以通过在直方图中进行拖
动来调整色调。所做的调整将反映在“基本”面板上的对应滑块中。

在直方图的“曝光度”区域进行拖动时，“基本”面板上的“曝光度”滑块会相应调整。

1. 将指针移至直方图中您要调整的区域。此时受影响的区域将会高亮显示，而受影响的色调控
件的名称显示在面板左下角。

2. 将指针向左或向右拖动，调整“基本”面板中的相应滑块值。

查看 RGB 颜色值

在照片上移动时，位于修改照片模块中“直方图”下面的区域将显示“手形”或“缩放”工具所在位置单个像素的 RGB
颜色值。

您可以根据这些信息判断是否剪切了照片中的任何区域，例如 R、G 或 B 值是 0% 黑色还是 100% 白色。如果
被剪切区域中至少一个通道有颜色，您也许可以使用该通道恢复照片中的某些细节。

预览高光剪切和阴影剪切

您可以在处理照片时预览照片中的色调剪切。剪切是指像素值向最大高光值或最小阴影值的偏移。剪切区域是全
黑或全白的，不含任何图像细节。当您调整“基本”面板中的色调滑块时，可以预览剪切区域。

剪切指示器  位于修改照片模块中直方图面板的顶部。黑色（阴影）剪切指示器在左上角，白色（高光）指示
器在右上角。

移动“黑色色阶”滑块，观察黑色剪切指示器。移动“曝光度”或“白色色阶”滑块，观察白色色阶
剪切指示器。当所有通道中均发生了剪切时，指示器之一将呈白色。如果剪切指示器呈彩
色，则表明剪切了一个或两个通道。

要在照片中预览剪切，请将鼠标指针移至剪切指示器。单击该指示器可使预览保持为打开状
态。
照片中的黑色剪切区域将呈蓝色，而白色剪切区域呈红色。

要查看每个通道的图像剪切区域，请在修改照片模块的“基本”面板中移动滑块时按 Alt
(Windows) 或 Option (Mac OS)。
对于“高光修正”和“白色色阶”滑块，图像变黑，而剪切区域显示为白色。对于“黑色色阶”滑
块，图像变白，而剪切区域显示为黑色。彩色区域指示在一个颜色通道（红色、绿色、蓝
色）或两个颜色通道（青色、洋红、黄色）中剪切。

303



清晰度

鲜艳度

饱和度

设置整体颜色饱和度

在“基本”面板的“偏好”区域中，通过调整“清晰度”、“鲜艳度”和“饱和度”控件，更改所有颜色的颜色饱和度（鲜明
度或颜色纯度）。（要调整特定范围颜色的饱和度，请使用“HSL/颜色/灰度”面板中的控件。）

通过增加局部对比度来增加图像深度。使用此设置时，最好放大到 100% 或更大。要使效果达到最佳，
请增大该设置值，直到您看到图像边缘细节附近出现光晕，然后再稍微减小该值。

调整饱和度以便在颜色接近最大饱和度时最大限度地减少剪切，从而更改所有低饱和度的颜色的饱和
度，而对高饱和度的颜色的影响较小。适当设置鲜艳度还可避免肤色变得过度饱和。

将所有图像颜色的饱和度从 –100（黑白）同步调整为 +100（使饱和度翻倍）。

视频教程：处理清晰度、鲜艳度和饱和度

了解如何使用清晰度、鲜艳度和饱和度工具创建超过平均水准的图像。

使用“色调曲线”面板微调色调等级

修改照片模块的“色调曲线”面板中的曲线图反映了对照片的色调等级所做的更改。水平轴表示原始色调值（输入
值），其中最左端表示黑色，越靠近右端色调亮度越高。垂直轴表示更改后的色调值（输出值），其中最底端表
示黑色，越靠近顶端色调亮度越高，最顶端为白色。使用色调曲线，可以对您在“基本”面板中对照片所做的调整
进行微调。

“修改照片”模块中的“色调曲线”面板

如果曲线上的某个点上移，色调会变亮；如果下移，色调会变暗。45 度的直线表示色调等级没有任何变化：原
始输入值与输出值完全相同。当您第一次查看没有进行调整的照片时，可能会看到一条弯曲的色调曲线。这种初
始曲线反映了 Lightroom 在导入照片期间对照片应用的默认调整。

“暗色调”和“亮色调”滑块主要影响曲线的中部区域。“高光”和“阴影”滑块主要影响色调范围的两极区域。

要调整色调曲线，请执行以下任一操作：

单击曲线，并向上或向下拖动。拖动时，受影响的区域将会高亮显示并且相关滑块进行移
动。原始色调值与新色调值显示在色调曲线图的左上角。

可以将四个“区域”滑块中的任意滑块向左或向右拖动。拖动时，曲线在受影响区域（高光、
亮色调、暗色调、阴影）之内移动。该区域在色调曲线图中高亮显示。要编辑曲线区域，请
拖动位于色调曲线图底部的分离控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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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相

饱和度

明亮度

将分离控件滑块向右拖动可扩大该色调区域；向左拖动可缩小该区域。

单击以选择“色调曲线”面板左上角的“目标调整”工具 ，然后单击要调整的照片区域。拖动
或按向上键和向下键，可以让照片中所有相近色调的值变亮或变暗。

从“点曲线”菜单中选择一个选项：“线性”、“中对比度”或“强对比度”。该设置将体现在曲线
中，但不会反映在“区域”滑块中。

注意：对于导入时带有元数据以及之前使用 Adobe Camera Raw 色调曲线编辑过的照
片，“点曲线”菜单为空。

要调整色调曲线上的单个点，请从“点曲线”菜单中选择一个选项，单击“编辑点曲线”按钮 ，然后执行以下任一
操作：

从“通道”弹出菜单中选择一个选项。可以同时编辑所有三个通道，也可以选择分别编辑红
色、绿色或蓝色通道。

单击以添加一个点。

右键单击 (Windows) 或按住 Control 键的同时单击 (Mac OS) 某个点，然后选择“删除控制
点”以删除该点。

拖动某个点以对它进行编辑。

要随时返回到线性曲线，请在曲线图中的任意位置右键单击 (Windows) 或按住 Control 键的
同时单击 (Mac OS)，然后选择“拼合曲线”。

视频教程：使用色调曲线进行调整

使用色调曲线进行调整

使用 HSL 滑块微调图像颜色

使用修改照片模块中的“HSL”和“颜色”面板，可以调整照片中的各种颜色范围。例如，如果一个红色对象看上去
过于鲜明和显眼，可以使用“红色”对应的“饱和度”滑块调整该对象。请注意，照片中所有相近的红色都将会受到
影响。

在“HSL”与“颜色”面板中进行调整后产生的结果类似，但这两个面板组织滑块的方式并不相同。要打开所需面
板，请在“HSL/颜色/黑白”面板标题中单击其名称。

这些面板中的滑块作用于特定的颜色范围：

更改颜色。例如，您可以将蓝天（以及所有其他蓝色对象）由青色更改为紫色。

更改颜色鲜明度或颜色纯度。例如，您可以将蓝天由灰色更改为高饱和度的蓝色。

更改颜色范围的亮度。

305

http://helpx.adobe.com/cn/lightroom/how-to/lightroom-adjust-tone-curve.html


配置文件

阴影

红原色、绿原色和蓝原色

在 HSL 面板中进行调整

在“HSL”面板中，选择“色相”、“饱和度”、“明亮度”或“全部”显示您要使用的滑块。

拖动滑块，或在滑块右侧的文本框中输入值。

单击此面板左上角的“目标调整”工具 ，将指针移至照片中要调整的区域，然后单击鼠
标。拖动指针或按向上键和向下键进行调整。

在颜色面板中进行调整

1. 在“颜色”面板中，单击一个色卡显示您要调整的颜色范围。

2. 拖动滑块，或在滑块右侧的文本框中输入值。

调整相机的颜色校准

Lightroom 为所支持的每一种相机型号使用两个相机配置文件来处理原始图像。可通过在不同的白平衡光照条件
下拍摄颜色目标来生成配置文件。设置白平衡后，Lightroom 将使用您相机的配置文件推断颜色信息。这些相机
配置文件就是为 Adobe Camera Raw 开发的文件，而不是 ICC 颜色配置文件。

通过使用“相机校准”面板中的控件并将所做更改存储为预设，可以调整 Lightroom 解析相机中颜色的方式。您可
能会发现在要校正的光照下拍摄标准颜色目标很有用。

1. 选择一张照片，然后在“相机校准”面板中设置各个选项。

设置要用于您的相机的配置文件。

ACR [版本]
这些配置文件与较旧的 Camera Raw 和 Lightroom 版本兼容。该版本与首次使用配置文件
的 Camera Raw 版本相对应。如果您希望与旧版照片的行为保持一致，请选择 ACR 配置
文件。

Adobe Standard
与以前的 Adobe 相机配置文件相比，这些配置文件显著改善了颜色显示，这对暖色调（如
红色、黄色和橙色）尤其明显。“配置文件”弹出菜单仅显示了一个适用于您的相机的 Adobe
Standard 配置文件。
相机配置文件

这些配置文件尝试匹配相机制造商所提供的在特定设置下的颜色外观。如果您喜欢相机制造
商软件提供的颜色渲染，请使用 Camera Matching 配置文件。Camera Matching 配置文件
的文件名中含有前缀 Camera。
嵌入

表示当前文件（TIFF、JPEG 或 PSD 照片）中有嵌入的配置文件。
注：Adobe Standard 和 Camera Matching 配置文件都基于 DNG 1.2 规范。如果“配置文
件”弹出菜单中未显示这两种配置文件，请从 www.adobe.com/go/downloads_cn 下载最新
的 Lightroom 更新。

校正照片阴影区域中的任何绿色或洋红色调。

“色相”和“饱和度”滑块可用于调整照片中的红色、绿色和蓝色。通
常，先调整色相，然后再调整其饱和度。将“色相”滑块左移（负值）与在调色盘上沿逆时针
方向移动的效果类似；而将该滑块右移（正值）与沿顺时针方向移动的效果类似。将“饱和
度”滑块左移（负值）可降低颜色的饱和度；将该滑块右移（正值）可增加颜色的饱和度。

2. 将所做的调整存储为一个修改照片预设。请参阅创建和应用“修改照片预设”。

可以将该预设应用于使用同一部相机在相似光照条件下拍摄的其他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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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转到页首

您还可以使用独立的 DNG Profile Editor 实用程序自定相机配置文件。可从 DNG 配置文件 - Adobe Labs 下载
免费的 DNG Profile Editor 及其文档。

要使用 DNG Profile Editor 调整相机配置文件，请将“相机校准”面板上的滑块值清零。

为相机存储默认设置

可以为每个相机型号存储新的 Camera Raw 文件默认设置。可更改首选项选项，指定是否将相机序列号和 ISO
设置包括在默认设置中。

1. 打开“预设”首选项，然后选择是否希望将相机序列号和相机 ISO 设置包括在默认设置中。

2. 在修改照片模块中，选择一个原始文件，更改其设置，然后选择“修改照片”>“设置默认设
置”。

3. 选择“更新为当前设置”。

在“预设”首选项中，可以选择“复位默认修改照片设置”，恢复为初始设置。

使用灰度

将照片转换为灰色调照片

“黑白”面板中的“黑白混合”可用于将彩色图像转换为黑白灰度图像，允许您控制将各种颜色转换为灰色色调的方
式。

1. 在“基本”面板的“处理方式”区域中选择“黑白”，或者按 V 键，将照片转换为灰度照片。

2. 使用“基本”和“色调曲线”面板中的设置，调整照片的色调范围。

3. 在“HSL/颜色/黑白”面板中，使表示原始照片中颜色的灰色调变暗或变亮：

拖动相应颜色滑块，以调整原始照片中所有相近颜色的灰色调。

单击“自动”，设置可最大程度分布灰色调的灰度混合。选择“自动”通常可产生理想的效
果，可以为使用滑块微调灰色调打下良好的基础。

单击“黑白”面板左上角的“目标调整”工具 ，将指针移至照片中要调整的区域，然后单
击鼠标。拖动该工具或按向上键和向下键，使原始照片中所有颜色相近区域的灰色调变
亮或变暗。

要在将照片转换为灰度照片时自动应用灰度混合，请在“首选项”对话框的“预设”区域中选择“第一次转换为黑白
时应用自动混合”。

调整灰度照片的色调

使用“分离色调”面板中的滑块可以为灰度照片着色。您可以在整个色调范围内添加一种颜色（例如棕褐色效
果），也可以生成分离色调效果，从而对阴影和高光应用不同颜色。最暗和最亮部分保持为黑色和白色。

此外，还可以对彩色照片应用特殊效果，例如正片负冲效果。

1. 选择一张灰度照片。

2. 在修改照片模块的“分离色调”面板上，调整“高光”和“阴影”区域中的“色相”和“饱和度”滑
块。“色相”滑块可用于设置色调颜色，“饱和度”滑块用于设置效果的强度。

3. 设置“平衡”滑块，以平衡高光和阴影滑块之间的效果。正值可增强高光滑块的效果，负值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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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阴影滑块的效果。

处理单通道灰度图像

Photoshop 中的灰度模式图像不含任何颜色数据，但您可以在 Lightroom 中使用“基本”面板或“色调曲线”面板上
的色调调整控件，对图像色调进行调整。还可以使用“分离色调”面板中的选项应用色调调整效果。Lightroom 会
将此类照片作为 RGB 图像进行处理，并将其导出为 RGB 格式。

视频教程：处理黑白调整

探索如何通过一些颇具创意的方式将图像的颜色变为黑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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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obe 支持 >
Adobe Photoshop Lightroom
> 应用局部调整

应用局部调整
搜索

Adobe Photoshop Lightroom 用户指南
>

在此页面上

应用调整画笔或滤镜效果
处理多处局部调整
创建局部调整效果预设

适用于: Adobe Photoshop Lightroom Adobe Photoshop Lightroom CC, Lightroom 6

使用“修改照片”模块中各个调整面板上的控件，您可以调整一整张照片的颜色和色调。但是，有时您不希望对整张照片进行全局调整，而希望对照片
的特定区域进行校正。例如，您可能需要在人物照片中增加脸的亮度，使其变得突出，或者在风景照片中增强蓝天的显示效果。要在 Lightroom 中进
行局部校正，您可以使用“调整画笔”工具和“渐变滤镜”工具应用颜色和色调调整。

使用“调整画笔”工具，可以通过在照片上进行“喷涂”，有选择性地应用“曝光度”、“清晰度”、“亮度”和其它调整。

使用“渐变滤镜”工具，可以在某个照片区域中渐变地应用“曝光度”、“清晰度”和其它色调调整。您可以随意调整区域的宽窄。

与 Lightroom 的“修改照片”模块中应用的其它所有调整一样，局部调整也是非破坏性的，不会永久应用于照片。

视频教程：调整画笔基础

调整画笔：基础知识

Video: Workflow enhancements in Lightroom CC/Lightroom 6

Video: Workflow enhancements in Lightroom CC/Lightroom 6
Adobe Systems

应用调整画笔或滤镜效果

1. 在“图库”模块中选择要编辑的照片，然后按 D 切换到“修改照片”模块。在“修改照片”模块中，要切换到其它照片，请从“收藏夹”面板或胶片显示
窗格中进行选择。

2. 在“修改照片”模块的工具条中，选择“调整画笔”工具  或“渐变滤镜”工具 。

3. 从“效果”弹出菜单中选择要进行的调整类型，或拖动滑块：

色温

调整图像某个区域的色温，使其变暖或变冷。渐变滤镜温度效果可以修饰在混合照明条件下拍摄的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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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调

对绿色或洋红色投影进行补偿

曝光度

设置整体图像亮度。应用曝光度局部校正可以取得类似于传统减淡和加深的效果。

高光

恢复图像过曝高光区域的细节

阴影

恢复图像曝光不足阴影区域的细节

白色色阶

调整照片中的白点

黑色色阶

调整照片中的黑点

对比度

调整图像对比度，主要影响中间色调

饱和度

调整颜色的鲜明度

清晰度

通过增加局部对比度来增加图像深度

去朦胧

减少或增加照片中的现有朦胧量

锐化程度

可增强边缘清晰度，以在照片中突显细节。负值表示细节比较模糊。

杂色

减少明亮度杂色，当打开阴影区域时这一点会变得很明显。

波纹

消除波纹伪影或颜色混叠

310



去边

消除边缘的边颜色

颜色

将色调应用于受局部校正影响的区域。通过单击色板，选择色相。如果将照片转为黑白，将保留色彩效果。

其他效果

其他效果适用于特定任务，例如美白牙齿、增强光圈或柔化肤色。

注意：如果焦色（变暗）、减淡（变亮）、光圈增强、柔化皮肤或牙齿美白不可用，请选择“Lightroom”>“首选项”(Mac OS)，或选择“编辑”>“首
选项”(Windows)。在“预设”面板中，单击“还原局部调整预设”。

4. 拖动各个效果滑块以增大或减少相应的值。

5. （仅限“调整画笔”工具）为调整画笔 A 指定选项：

大小

指定画笔笔尖的直径（像素）。

羽化

在应用了画笔调整的区域与周围像素之间创建柔化边缘过渡效果。使用画笔时，内圆和外圆之间的距离表示羽化量。

流畅度

控制应用调整的速率。

自动蒙版

将画笔描边限制到颜色相似的区域。

密度

控制描边中的透明度程度。

6. 在照片中拖动以应用该效果。

标记  将显示在初始作用点上，并且“蒙版”模式将更改为“编辑”。对于“渐变滤镜”效果，三条白色参考线表示效果的中心范围、低范围和高范
围。

使用画笔控件修改渐变滤镜或径向滤镜

可使用画笔控件修改“渐变滤镜”蒙版。添加蒙版后，要访问画笔控件时，选择“新建/编辑”旁边的“画笔”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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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需要，使用 + 和 -（擦除）画笔。Lightroom 允许您自定义三种不同的滤镜画笔：A (+)、B (+)、擦除 (-)。您可为这些画笔自定义以下设置：

大小：画笔的大小
羽化：画笔的羽化量
流畅度：为每个描边对应的区域应用的喷涂强度。例如，如果流畅度设置为 20%，则为首个描边应用 20% 的喷涂强度。后续的描边将把喷涂
强度提升至 40%。
密度：画笔可喷涂的最大不透明度。例如，如果您将此设置设为 40%，则画笔将不会喷涂大于 40% 的不透明度。

注意:

启用“自动蒙版”选项，以在区域边缘之内进行喷涂。Lightroom 为区域加上蒙版，以确保您的画笔描边不会超出其范围。在喷涂时，请确保画笔的核
心部分位于需要喷涂的区域之内。

滤镜画笔设置

要重置对 A、B 和擦除这三种画笔所做的任何更改，并将它们恢复为默认状态，请单击复位画笔。

编辑“调整画笔”或“渐变滤镜”/“径向滤镜”效果

要编辑“调整画笔”或“渐变滤镜”效果，可以执行以下任意操作：

按 H 键可隐藏或显示标记和“渐变滤镜”参考线，或者从工具栏上的“显示编辑标记”菜单中选择显示模式。
按 O 键可隐藏或显示“调整画笔”工具效果的蒙版叠加，或者使用工具栏上的“显示选定的蒙版叠加”选项。
按 Shift+O 可循环切换“调整画笔”工具效果的红色、绿色或白色蒙版叠加。
拖动“效果”滑块。
按 Ctrl+Z (Windows) 或 Command+Z (Mac OS) 以还原调整历史记录。
单击“复位”可删除选定工具的所有调整。
通过选择“调整画笔”或“渐变滤镜”的标记并按 Delete 键来删除这两种效果。
（“调整画笔”工具）将指针移至标记上，向右拖动双向箭头以增强效果，或向左拖动以减弱效果。
（“调整画笔”工具）要还原某一部分调整，请选择“擦除”画笔选项，并在调整上喷涂。
（“渐变滤镜”工具）拖动标记可移动效果的中心点。
（“渐变滤镜”工具）将指针定位在白色中心线上，直到出现一个弯曲的双向箭头 ，然后拖动该箭头以旋转达到预期效果。
（“渐变滤镜”工具）向照片边缘拖动白色外线可扩展色谱末端的效果。向照片中心拖动可收缩色谱末端的效果。

处理多处局部调整

应用和处理多处局部调整时，请注意以下事项：

单击任一定位点，将其选中。选中的定位点中心呈黑色。未选中的定位点为白色实心圆点。

按 H 键一次可显示选中定位点，按第二次可隐藏所有定位点，按第三次将显示所有定位点。

选择“调整画笔”工具时，只能编辑调整定位点。选择“渐变滤镜”工具时，只能编辑渐变滤镜定位点。

在“调整画笔”工具箱中，可以为两个画笔（A 和 B）指定选项。单击相应字母可选择所需画笔；按正斜线键 (/) 可在这两个画笔之间切换。无论
您选择应用什么效果，在您更改画笔选项之前，这些选项都会保持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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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局部调整效果预设

要创建局部调整效果预设，请执行以下步骤：

1. 使用“渐变滤镜”或“调整画笔”工具应用效果。

2. 从“效果”弹出菜单中选择“将当前设置存储为新预设”。

3. 在“新建预设”对话框的“预设名称”框中键入名称，然后单击“创建”。

此时预设将显示在“效果”弹出菜单中。

注意:

“调整画笔”工具预设不包含画笔选项。

更多此类内容

在“修改照片”模块中编辑照片
视频教程：调整画笔 - 基础知识
修改照片模块工具
修改照片模块选项
视频教程：HSL 和颜色调整

  Creative Commons 条款未涉及 Twitter 和 Facebook 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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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obe 支持 >
Adobe Photoshop Lightroom
> 修改照片模块选项

修改照片模块选项
搜索

Adobe Photoshop Lightroom 用户指南
>

在此页面上

处理版本
软打样图像
将修改照片调整应用于其它照片
管理图像历史记录和快照
编辑智能预览而非原始照片以提高性能

适用于: Adobe Photoshop Lightroom
已在 Lightroom CC 2015.7/Lightroom 6.7 版本中更新

处理版本

处理版本是一项 Camera Raw 技术，Lightroom 使用该技术在修改照片模块中调整和渲染照片。根据您使用的处理版本，修改照片模块中提供不同的
选项和设置。

注意:

如果您不确定图像使用的是哪个处理版本，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单击“设置”>“处理版本”。在所使用的处理版本旁边会显示一个复选符号。
打开“相机校准”面板，并查看“处理版本”菜单。

处理版本 2012

首次在 Lightroom 4 及更高版本中编辑的图像使用处理版本 2012。PV2012 为高对比度图像提供新的色调控件和新的色调映射算法。使用 PV2012
时，可以在基本面板中调整高光、阴影、白色色阶、黑色色阶、曝光度以及对比度。您也可以对白平衡（色温和色调）、高光、阴影、杂色以及波纹
应用局部校正。

处理版本 2010

在 Lightroom 3 中编辑的图像默认使用 PV2010。与之前的处理版本 PV2003 相比，PV2010 改进了锐化和减少杂色功能。

处理版本 2003

最早的处理引擎，在 Lightroom 1 和 2 中使用。

1. 要将照片更新到 PV2012，请在修改照片模块中执行以下任何操作：

单击直方图右下角的“更新为当前处理版本 (2012)”按钮  (Ctrl/Cmd + 0)。
单击照片右下角的“更新为当前处理版本 (2012)”按钮 。

选择“设置”>“处理版本”>“2012（当前版本）”。

在“相机校准”面板中，选择“处理版本”>“2012（当前版本）”。

2. 如果出现“更新处理版本”对话框，选择任何以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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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修改前/修改后”查看变化

在“修改前/修改后”视图中打开更新后的照片，以检查更改。请参阅查看修改前与修改后的照片。

更新

更新这一张选定的照片。

更新所有选定的照片

更新胶片显示窗格中当前选定的所有照片，而不仅仅是处于活动状态的照片。

更新所有胶片显示窗格中的照片

更新胶片显示窗格中的所有照片，而不仅仅是选定的那张照片。

注意:

更新到处理版本 2012 后，照片视效可能发生显著变化。建议每次更新一张图像，直到您熟悉新的处理技术。

软打样图像

通过软打样功能，可以预览屏幕上的照片在打印时的样子，并针对特定输出设备相应修改照片。Lightroom 的软打样功能允许您查看图像在打印时的
样子并进行相应调整，从而减少意外的色调和颜色差异情况。

1. 在修改照片模块中打开图像时，选中工具栏中的“软打样”框。

预览背景将变成白色，预览区域的右上角将显示打样预览标签，并且将打开“软打样”面板。

修改照片模块中的软打样选项

2. 使用“软打样”面板中的选项查看您的颜色是否位于显示器或输出设备的色域或范围内。

显示/隐藏显示器色域警告

超出显示器可显示颜色范围的颜色在图像预览区域中显示为蓝色。

显示/隐藏目标色域警告

超出打印机可渲染颜色范围的颜色在图像预览区域中显示为红色。

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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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超出显示器色域也超出目标设备色域的颜色在图像预览区域中显示为粉色。

配置文件

配置文件是对设备的色彩空间的数学描述。默认情况下，Lightroom 的修改照片模块使用显示器配置文件来显示图像。可通过从“配置文件”菜单
中选择不同的输出色彩空间来模拟该空间。

意图

渲染方法决定将颜色从一个彩色空间转换到另一色彩空间的方式。

可感知旨在保留颜色之间的视觉关系，以使人眼看起来感觉很自然，尽管颜色值本身可能有改变。可感知适用于含有许多色域外饱和色彩的图
像。

相对比色可比较源色彩空间与目标色彩空间的最大高光部分并相应地改变所有颜色。色域外的颜色将转变为可在目标空间中再现的最接近颜色。
与“可感知”相比，“相对比色”保留的图像原始颜色更多。

模拟纸墨

模拟真实纸张的暗白色和真实黑墨水的暗灰色。并非对所有配置文件可用。

3. 要编辑照片以将其置于所需色彩空间内，请单击“创建打样副本”。Lightroom 将创建一个虚拟副本，可以调整该副本，以按需要进行打印。然
后，进行调整。

注意:

如果忘记单击“创建打样副本”就开始调整照片，Lightroom 将询问是否要创建软打样虚拟副本。单击“创建打样副本”可保留原始图像，改为对副
本进行操作。单击“设为打样”可编辑原始图像。请记住，在 Lightroom 中所做的所有编辑都是非破坏性的。即使您选择的是编辑原始图像，以后
您也可以重新编辑或还原更改。

将修改照片调整应用于其它照片

在修改照片模块或图库模块的“快速修改照片”面板中调整照片时，Lightroom 会记录所做的设置。您可以复制这些设置，将其应用于照片的不同版
本，以及应用于胶片显示窗格中的其它选定照片。

复制和粘贴修改照片设置

可以将当前照片中的个别修改照片设置复制并粘贴到图库和修改照片模块中的另一张照片。要将设置粘贴至多张照片，必须在图库模块中进行操作。

1. 要复制当前照片的修改照片设置，请执行以下任一操作：

在修改照片模块中，单击工具栏左侧的“复制”按钮；或者选择“编辑”>“复制”或“设置”>“复制设置”。选择需要复制的设置，然后单击“复
制”。

在图库模块中，选择“照片”>“修改照片设置”>“复制设置”。选择需要复制的设置，然后单击“复制”。

注意:

(Mac OS) 图库模块中的“编辑”>“复制”命令可复制文本和元数据。修改照片模块中的“编辑”>“复制”命令可复制面板中的选定文本或复制选定照
片的修改照片设置。

2. 要将复制的修改照片设置粘贴至另一张照片，请在图库或修改照片模块的胶片显示窗格中选择该照片，然后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在修改照片模块中，单击“粘贴”按钮；或者选择“编辑”>“粘贴”或“设置”>“粘贴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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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图库模块中，选择“照片”>“修改照片设置”>“粘贴设置”。

注意:

(Mac OS) 图库模块中的“编辑”>“粘贴”命令可粘贴复制的文本和元数据。

3. 要将复制的修改照片设置粘贴至多张照片，请在图库模块的网格视图或胶片显示窗格中选择这些照片，然后选择“照片”>“修改照片设置”>“粘贴
设置”。

注意:

(Mac OS) 图库模块中的“编辑”>“粘贴”命令可粘贴复制的文本和元数据。

使用喷涂工具应用修改照片预设

1. 在“图库”模块的网格视图中，选择工具栏上的“喷涂工具”，然后从工具栏上的“喷涂”弹出菜单中选择“设置”。

注意:

如果工具栏上没有显示“喷涂工具”，请从工具栏弹出菜单中选择“喷涂工具”。

2. 从工具栏的弹出菜单中选择某一修改照片预设（如“创意 - 仿旧照片”），单击照片或在各张照片上拖动以应用此设置。

3. 要关闭“喷涂工具”，请单击工具栏中的圆形图标。关闭后，工具栏中将显示“喷涂工具”图标。

在多张照片间同步设置

通过图库和修改照片模块中的同步命令，可以将当前照片的选定修改照片设置应用于胶片显示窗格中的其他照片。（在胶片显示窗格缩览图中，当前
照片将显示有亮白色边框。）

注意:

如果胶片显示窗格中仅选定了一张照片，则无法使用“同步设置”命令。此时在修改照片模块中，“同步”按钮将变为“上一张”按钮；而在图库模块
中，“同步设置”按钮处于非活动状态。

按住 Shift 键并单击或按住 Ctrl 键并单击 (Windows) 或按住 Command 键并单击 (Mac OS) 在胶片显示窗格中选择要与当前照片同步的其他照
片，然后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在修改照片模块中，单击“同步”按钮或选择“设置”>“同步设置”。选择要复制的设置，然后单击“同步”。

在修改照片模块中，单击“同步”按钮左侧的“启用自动同步”开关以启用“自动同步”模式。然后，拖动滑块或进行调整，这些调整将应用于所
有选定的照片。

在图库模块中，单击“同步设置”按钮或选择“照片”>“修改照片设置”>“同步设置”。选择要复制的设置，然后单击“同步”。

注意:

默认情况下，在“同步设置”对话框中也会设置您之前在“复制设置”对话框中选择或取消选择的任何设置。

应用以前选定照片的设置

您可以复制上次在胶片显示窗格中选定照片的所有设置（即使您没有对该照片进行任何调整），然后将这些设置应用于当前选定照片。执行以下任一
操作：

在修改照片模块中，单击工具栏右边的“上一张”按钮，或选择“设置”>“粘贴前面的设置”。
在图库模块中，选择“照片”>“修改照片设置”>“粘贴前面的设置”。

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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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在胶片显示窗格中选择了多张照片，修改照片模块中的“上一张”按钮将变为“同步”按钮。

管理图像历史记录和快照

创建快照

在编辑过程中，您可以命名照片的任何状态并将其存储为快照。创建的各张快照将按字母顺序显示在“快照”面板中。

注意:

在快照列表中的每个快照上移动指针，可在“导航器”中显示其预览。

添加快照

1. 在修改照片模块的“历史记录”面板上，选择照片的以前状态或当前状态。

2. 单击“快照”面板标题中的“创建快照”(+) 按钮，或选择“修改照片”>“新建快照”。

此时，选定历史记录状态的所有设置都会记录在该快照中。

3. 键入新名称，然后按 Return 键。

删除快照

在“修改照片”模块的“快照”面板中，选择要删除的快照，然后单击面板标题中的“删除选定的快照”(-) 按钮。

注意:

请勿按键盘上的 Delete 键！这样做会删除当前选定的照片。

在“历史记录”面板中记录图像调整

“历史记录”面板会记录照片导入到 Lightroom 中时的日期和时间，包括当时应用的任何预设。之后，只要您对照片进行调整，Lightroom 就会将该调
整存储为一种状态，并将该状态与其它所有状态一起，按时间顺序列在“历史记录”面板中。您可以更改状态的名称，但不能更改它们在列表中的顺
序。

将指针在“历史记录”面板上的状态列表中移动，并在“导航器”面板中观察效果，可以预览各种照片状态。
在“历史记录”面板中选择一种状态，将该状态重新应用于照片或另存为快照。
双击某一状态选择其名称，键入新名称，然后按 Enter 键或 Return 键。
右键单击 (Windows) 或按住 Control 键单击 (Mac OS) 一个状态，然后选择“将历史记录步骤设置复制到修改前”，复制单个调整。
在“历史记录”面板标题上，单击“全部清除”按钮 (X)，删除列表中的所有状态。

注意:

如果“历史记录”面板中的状态列表过长，可以为需要保留的状态创建快照。然后，单击“全部清除”按钮清除该面板。此时将移去状态列表，而不会影
响当前图像设置。

编辑智能预览而非原始照片以提高性能

已在 Lightroom CC 2015.7/Lightroom 6.7 中引入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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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提高 Lightroom 在修改照片模块中编辑照片时的性能，Lightroom 提供了一个首选项选项，以便在原始照片可用时也可编辑照片的智能预览。尽
管此操作可能在编辑过程中显示品质较低的照片，但是，最终输出将保持全尺寸/品质。

若要设置此首选项，请执行以下操作：

1. 选择编辑 > 首选项。

2. 在“首选项”对话框中，选择性能选项卡。

3. 在“修改照片”部分中，选择使用智能预览而非原始照片进行图像编辑。

4. 单击确定，然后重新启动 Lightroom。

注意:

当您在修改照片模块中缩放到 100%（1:1 模式）时，即便启用了使用智能预览而非原始照片进行图像编辑首选项，Lightroom 也会切换到原始照片。

更多此类内容

调整图像的整体色调等级
应用局部调整
锐化和减少杂色
使用直方图调整色调等级
设置打印色彩管理
还原图像调整
将设置复制到照片的修改前或修改后版本
视屏教程 - 了解修改照片模块
视频教程 - 修改照片基础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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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饰照片

转到页首

注意:

调整裁剪和旋转

锐化和减少杂色

校正镜头扭曲并调整透视

暗角、颗粒和去朦胧效果

调整裁剪和旋转

“修改照片”模块包含用于裁剪和矫正照片的工具和控件。Lightroom 的裁剪和矫正控件的工作方式是，首先设置
一个裁剪边界，然后相对于该裁剪边界移动和旋转图像。或者，您也可以使用更传统的裁剪和矫正工具，直接在
照片中进行拖动。

当您调整裁剪叠加或移动图像时，Lightroom 将在裁剪框内显示三等分网格，帮助您创建最终图像。旋转图像
时，会显示更密的网格，帮助您与图像中的直线对齐。

视频教程：裁剪图象

Lightroom 中的“裁剪”视图可用于对照片进行非破坏性裁剪和旋转。适用于 Lightroom 版本 4 和 5。

裁剪照片

1. 在工具条中选择“裁剪叠加”工具 ，或者按 R 键。

此时在照片周围将会显示一个有调整手柄的边框。

2. 通过在照片中拖动裁剪框指针或拖动一个裁剪调整柄，设置裁剪边界。角手柄可用于同时调
整图像宽度和高度。

拖动裁剪手柄后，请选择“裁剪框”工具以使用该工具。

3. 使用“手形”工具在裁剪框内拖动照片，将其重新定位。

4. （可选）选择“锁定以扭曲”，以便应用镜头校正后，在图像区域内保留裁剪边界框。“锁定以
扭曲”可防止照片扭曲。

5. 完成裁剪与矫正操作后，单击“裁剪叠加”工具或者按 Enter 键 (Windows) 或 Return 键
(Mac OS)。

按 O 键可在裁剪区域中循环切换网格叠加形式。要仅在裁剪时显示网格，请选择“工具”>“工具叠加”>“自动显
示”。要禁用网格，请选择“工具”>“工具叠加”>“从不显示”。

按指定的长宽比裁剪

1. 在工具条中选择“裁剪叠加”工具 。

工具箱中的挂锁图标可用于指明和控制是否锁定裁剪控件。

2. 从挂锁旁边的“长宽比”弹出菜单中选择一个长宽比。选择“原始图像”可指定照片的原始长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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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选择“输入自定值”可指定没有列出的长宽比。

按 Shift+A 可选择上次使用的长宽比对应的“裁剪叠加”工具。

Lightroom 最多可存储五个自定裁剪比例。如果创建的长宽比数超过五个，最早的长宽比将
会从列表中删除。

3. 拖动一个裁剪手柄或使用“裁剪框”工具 拖动，设置裁剪框。

要在拖动裁剪手柄时暂时锁定为当前长宽比，请按 Shift 键。

切换裁剪方向

1. 在工具条中选择“裁剪叠加”工具 。

2. 在照片中拖动以设置裁剪边界。

3. 按 X 键将方向从横向更改为纵向，或从纵向更改为横向。

矫正照片

在工具条中选择“裁剪叠加”工具 ，然后执行以下任一操作：

使用“角度”滑块旋转照片。

通过以下方法旋转照片：将指针移至角部裁剪手柄外部以显示“旋转”图标 ，然后拖动
该图标来旋转图像。旋转轴为裁剪矩形的中心。

选择“角度”工具 ，然后在照片中沿着所需的水平线或垂直线拖动该工具。

在“矫正工具”处于选定状态时，按住 Alt (Windows) 键或 Option (Mac OS) 键可显示帮助矫正照片的网格。

清除或还原裁剪或矫正调整

在“裁剪叠加”工具箱中单击“复位”。

在“修改照片”模块中旋转或翻转照片

要以 90 度增量旋转照片，请选择“照片”>“逆时针旋转”或“顺时针旋转”。要以小于 90 度角旋
转照片，请参阅矫正照片。照片会围绕其中心点按顺时针或逆时针方向旋转。

要从左到右水平翻转照片以查看其镜像图像，请选择“照片”>“水平翻转”。此时显示在左侧的
对象将显示在右侧，反之亦然。照片中的文本也将显示在翻转后的镜像图像中。

要从上到下垂直翻转照片以查看上下反转的镜像图像，请选择“照片”>“垂直翻转”。

锐化和减少杂色

锐化照片

可以在 Lightroom 工作流程的两个阶段中锐化照片：查看和编辑照片阶段以及打印或导出照片阶段。锐化是相机
默认设置的组成部分，Lightroom 会自动将这些默认设置应用于照片。

Lightroom 在导出、打印或光栅化一张照片以便在外部编辑器中编辑时，会将该图像的锐化设置应用于渲染的文
件。

1. 在修改照片模块中，将照片放大到至少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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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

半径

细节

蒙版

2. 在“导航器”面板中拖动，以查看照片中突显锐化调整效果的区域。

3. 在“细节”面板中，调整任何以下锐化设置：

调整边缘清晰度。增加“锐化量”值以增加锐化。如果值为零 (0)，则关闭锐化。通常，
为了使图像看起来更清晰，应将“锐化量”设置为较低的值。调整功能可以根据指定的阈值查
找与周围像素不同的像素，并为像素的对比度增加指定的数量。

调整应用锐化的细节的大小。具备精细细节的照片可能需要较低的半径设置。具有较
粗略细节的照片可以使用较大的半径。使用的半径太大通常会产生不自然的外观效果。

调整在图像中锐化多少高频信息和锐化过程强调边缘的程度。较低的设置主要锐化边
缘以消除模糊。较高的值有助于使图像中的纹理更显著。

控制边缘蒙版。设置为零 (0) 时，图像中的所有部分均接受等量的锐化。设置为 100
时，锐化主要限制在饱和度最高的边缘附近的区域。

通过在拖动某一滑块时按 Alt 键 (Windows) 或 Option 键 (Mac OS)，可以查看受影响的区域（白色）与蒙版区
域（黑色）。

要关闭锐化，请将“锐化量”滑块设为零 (0)，或者单击“细节”面板的“开/关”图标 。

视频教程：锐化图像

大多数数字照片都可以通过少许锐化来获益。了解锐化图像的最佳方式。

减少图像杂色

图像杂色表示外来的可见伪影，会导致图像品质下降。图像杂色包括亮度（灰度）杂色和单色（彩色）杂色，亮
度杂色使图像呈现粒状，不够平滑，单色杂色通常使图像颜色看起来不自然。如果拍摄时使用的 ISO 感光度
高，或者数码相机不够精密，照片中可能会出现明显的杂色。

向右移动“颜色”滑块可减少单色杂色（右下图）。请注意，与原始图像相比颜色像素减少（右上图）。

1. （可选）将照片至少放大到 1:1，以便更清楚地观察图像杂色和滑块操作效果。

2. 在“修改照片”模块中，拖动“细节”面板中的 1:1 图像预览，查看照片中呈现粒状或显示彩色
伪影的区域。

3. 在“细节”面板的“减少杂色”区域中，调整任意滑块。前三个滑块影响明亮度杂色。后两个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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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影响颜色杂色。

减少明亮度杂色。

控制明亮度杂色阈值。适用于杂色极多的照片。值越高，保留的细节就越多，但产生
的结果可能杂色较多。值越低，产生的结果就更干净，但也可能会消除某些细节。

控制明亮度对比。适用于杂色极多的照片。值越高，保留的对比度就越高，但可能
会产生杂色的花纹或色斑。值越低，产生的结果就越平滑，但也可能使对比度较低。

减少杂色。

控制杂色阈值。值越高，边缘就能保持得更细、颜色细节更多，但可能会产生色斑。
值越低，越能消除色斑，但可能会产生颜色溢出。

要关闭“减少杂色”，请将“锐化量”滑块设为零，或者单击“细节”面板的“开/关”图标 。

视频教程：在 Lightroom 中消除图像杂色

了解如何快速消除图像杂色（即使在最极端的情况下也如此）。

校正镜头扭曲并调整透视

关于镜头扭曲

对于某些焦距、光圈大小和对焦距离，相机镜头可能出现不同类型的缺陷。使用“修改照片”模块的“镜头校正”面
板，可以校正这些显而易见的镜头扭曲。

暗角导致图像边缘（尤其是角部）比中心暗。当照片包含的主题应用平滑的阴影或色调（如风景图像中的天空）
时，尤其需要注意这一点。

桶形扭曲导致直线向外弯曲。

枕形扭曲导致直线向内弯曲。

色差色差显示为沿对象边缘的一圈彩色边。产生的原因包括：镜头无法将不同颜色对焦到同一点、传感器微镜头
的色差以及光晕。Lightroom 提供一个复选框，用于自动校正蓝-黄色和红-绿色边（也称作横向色差）。

Lightroom 4.1 及更高版本将提供滑块控件来校正紫色/洋红色和绿色色差（轴向色差）。轴向色差通常发生在使
用大光圈生成的图像中。

有蓝色/黄色加边的原始照片（左图），以及修正色差后的照片（右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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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c OS

Windows Vista 或 Windows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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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扭曲度

暗角

注意:

自动校正图像透视和镜头缺陷

视频教程：Lightroom 中的镜头校正

了解 Lightroom 5 中的镜头校正功能。此功能可以让用廉价镜头拍摄的照片效果一鸣惊人。

通过修改照片模块的“镜头校正”面板中的“配置文件”选项，可以校正普通摄像机镜头的扭曲。这些配置文件基于
Exif 元数据，这些元数据可识别捕获照片的相机和镜头，从而由配置文件进行相应地补偿。

镜头配置文件保存在下列位置：

/Library/Application Support/Adobe/CameraRaw/LensProfiles/1.0/

C:\ProgramData\Adobe\CameraRaw\LensProfiles\1.0\

“镜头校正”面板中可用的镜头配置文件取决于正在调整的是原始文件还是非原始文件。有关更多信息以及
支持的镜头列表，请参阅 Adobe 支持文章镜头配置文件支持。

1. 在修改照片模块的“镜头校正”面板中，单击“配置文件”，选择“启用配置文件校正”。

2. 要更改配置文件，请选择不同的制造商、型号或配置文件。

一些相机只有一个镜头，而一些镜头只有一个配置文件。

3. 通过调整“数量”滑块来自定更改：

默认值 100 在配置文件中应用扭曲校正的 100%。超过 100 的值对扭曲的校正力度
更大；低于 100 的值对扭曲的校正力度较小。

默认值 100 在配置文件中应用暗角校正的 100%。超过 100 的值对暗角的校正力度更
大；低于 100 的值对暗角的校正力度较小。

4. （可选）要将更改应用于默认配置文件，请单击“设置”并选择“存储新镜头配置文件默认
值”。

校正色差

在“修改照片”模块的“镜头校正”面板上，单击“颜色”可显示色差和去边控件。

要更清楚地查看结果，请放大色差所在的图像区域。

有关色差和如何删除色差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Lightroom Journal 中的新的彩色边校正控件。

删除红-绿和蓝-黄颜色偏

选中“删除色差”复选框。

使用吸管工具全局删除紫色和绿色边。

1. 在“镜头校正”面板的“颜色”选项卡中单击吸管工具。

2. 按空格键将其平移和缩放到彩色边区域。（将默认缩放比例设置为 2:1 或 4:1 有助于查看彩
色边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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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注意:

注意:

扭曲度

垂直

水平

旋转

比例

3. 单击紫色和绿色边颜色。

滑块将针对该颜色自动调整。如果所单击的颜色不在紫色或绿色色相范围内，将显示一条错
误消息。

如果吸管工具下方的颜色在紫色或绿色色相范围内，吸管的末端将变更为紫色或绿色。

全局删除紫色/洋红色和绿色边

调整紫色和绿色的“数量”滑块。此数量越多，颜色去边量越多。

注意，不要应用会影响图像中的紫色或绿色对象的调整。

对于受“数量”滑块影响的紫色或绿色色相范围，可以使用“紫色色相”和“绿色色相”滑块进行调整。拖动任一端点控
件可扩大或减小受影响的颜色范围。在两个端点控件之间拖动可移动色相范围。端点之间的间隔至少为 10 个单
位。绿色滑块的默认间隔比较窄，以便保护绿色/黄色图像颜色（如叶子）。

您可以使用局部调整画笔来保护紫色和绿色对象的边缘。请参阅“删除局部彩色边”。

请按住 Alt/Option 键并拖动任一滑块，以便直观地进行调整。随着您拖动滑块，边颜色将变为中性，以删除颜
色。

删除局部彩色边

局部画笔和渐变调整可删除所有颜色的边。

为获得最佳效果，请在应用局部彩色边调整之前，先执行任意变换镜头校正。

1. 选择画笔或渐变工具，然后在图像中拖动。请参阅应用局部调整。

2. 调整“去边”滑块。正值可删除彩色边。负值可保护图像区域，以防受全局应用的去边操作影
响。-100 可保护该区域免受任何去边操作影响。例如，应用强全局紫色去边操作可能对会
图像中紫色对象的边缘产生去色或修改的影响。在这些区域上将“去边”设置为“-100”可保护
这些区域，使其保持原始颜色。

局部去边仅适用于处理版本 2012。

手动校正图像透视和镜头缺陷

可以将变换和暗角校正应用于原始照片边缘和已裁剪的照片边缘。镜头暗角调整曝光度值，以使暗角变亮。

1. 在“镜头校正”面板中，单击“手动”。

2. 在“变换”下，调整以下任一选项：

向右拖动可校正桶形扭曲和从中心向外弯曲的直线。向左拖动可校正枕形扭曲和向
中心弯曲的直线。

校正由于相机向上或向下倾斜而导致的透视。使垂直线平行。

校正由于相机向左或向右倾斜而导致的透视。使水平线平行。

校正相机倾斜。使用未裁剪的原始照片的中心作为旋转轴。

向上或向下调整图像缩放。帮助移去由透视校正和扭曲导致的空区域。显示超出裁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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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光优先

颜色优先

绘画叠加

数量

中点

圆度

羽化

高光

边界的图像区域。

将裁剪锁定到图像区域，以便灰色边框像素不包括在最终照片中。

3. 在“镜头暗角”下，调整以下两个选项之一或二者：

将“数量”滑块向右移动（正值）可使照片角部变亮。将该滑块向左移动（负值）可使
照片角部变暗。

将“中点”滑块向左拖动（较低的值），对远离角部的较大区域应用“数量”调整。或者将
该滑块向右拖动（较高的值），限制对角部附近区域的调整。

暗角、颗粒和去朦胧效果

应用裁剪后暗角

要对照片应用深色或淡色暗角艺术效果，请使用“效果”面板中的“裁剪后暗角”选项。裁剪后暗角既适用于已裁剪
的照片，也适用于未裁剪的照片。

Lightroom 裁剪后暗角样式将对已裁剪图像的曝光度进行相应的调整，以保持原始图像的对比度并创建视觉上更
加美观的效果。

1. 在“修改照片”模块的“效果”面板中，从“裁剪后暗角”区域的“样式”菜单选择一个选项：

可以启用高光修正，但会导致照片暗区出现色差。此选项适用于图像区域比较明
亮（如已剪切的高光曲线区）的照片。

可以使照片暗区的色差减至最小，但无法执行高光修正。

将已裁剪图像值与黑色或白色像素一起调配。可能会导致色彩单调的外观。

2. 调整滑块：

负值使照片角部变暗；正值使照片角部变亮。

使用较低的值，对远离角部的较大区域应用“数量”调整；使用较高的值，将调整限制
在靠近角部的区域。

使用较低的值，使暗角效果变得更椭圆；使用较高的值，使暗角效果变得更圆。

使用较低的值，可减弱暗角与暗角周围像素之间的柔化效果；使用较高的值，可增强
暗角与暗角周围像素之间的柔化效果。

（仅限“高光优先”和“颜色优先”）控制“数量”为负时保留的高光对比度。适用于带有低
高光（如蜡烛和灯）的照片。

视频教程：创建暗角来获得艺术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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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

大小

粗糙度

注意:

模拟胶片颗粒

“效果”面板的“颗粒”部分包含一些控件，用于获得老电影胶片的特殊艺术效果。也可以使用“颗粒”效果来掩盖重采
样伪影。

“大小”和“粗糙度”控件共同确定了颗粒的特性。请在不同缩放级别检查颗粒，以确保具有所需的效果。

未应用颗粒（上图），应用了颗粒（下图）。

控制应用于图像的颗粒数量。向右拖动可增加数量。设置为零可禁用颗粒。

控制颗粒大小。大小为 25 或更大时，将添加蓝色，以通过减少杂色来改善该效果。

控制颗粒的匀称性。向左拖动可使颗粒更匀称；向右拖动可使颗粒更不匀称。

去朦胧

只有 Lightroom CC 2015.1 中提供了此功能

现在，可以利用 Lightroom 轻松地增加或减少照片中的朦胧量或雾量。完成对照片的基本调整后，请切换至“开
发”模块的“效果”面板，并调整“去朦胧”滑块控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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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

注：去除薄雾可作为本地调整使用。使用径向滤镜、渐变滤镜或调整画
笔时，调整去除薄雾滑块控件。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应用局部调
整和使用径向滤镜工具。

去除薄雾作为局部调整

减少照片中的朦胧量或雾量

控制照片中的朦胧量。拖至右侧以消除朦胧；拖至左侧以添加朦胧。

Adobe 还建议
锐化照片以备打印

输出锐化

处理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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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正红眼和宠物眼睛效果
在 Photoshop Lightroom CC/Lightroom 6 中更新

<b>步骤 1</b>

<b>步骤 3</b>

<b>步骤 5</b>

<b>步骤 2</b>

<b>步骤 4</b>

<b>步骤 6</b>

转到页首

使用 Adobe Lightroom 中的红眼校正工具可以快速轻松地校正照片中的红眼效果。Lightroom 中的宠物眼睛校正
与红眼校正的方式非常相似，它可帮助您校正照片中所拍摄到的不自然的宠物眼睛颜色。

通过下面的图像掌握如何利用几次点击对您的照片进行润色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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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尝试以下资源：

Lightroom 帮助和教程

在 Lightoom 中修改照片

开始使用 Adobe Photoshop Lightroom 5

在社区论坛中提问：

Photoshop Lightroom 论坛

Lightroom 初学者论坛

校正红眼和宠物眼睛效果

1. 切换到“修改照片”模块。

2. 单击“红眼校正”工具图标。

“红眼校正”图标

3. 单击“红眼”或“宠物眼睛”。

4. 从中心开始，在受影响的眼睛上画一个圆圈。

5. 调整可用的设置。

6. 单击“完成”。

还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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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径向滤镜工具

转到页首

应用径向滤镜来增强照片

径向滤镜工具的键盘快捷键和编辑器

照片的主要对象周围的背景或元素可能会分散观众的注意力。要将关注点放在焦点上，您可以创建晕影效果。通

过使用径向滤镜工具，您可以创建多个偏离中心位置的晕影区域以突出显示照片的特定部分。

在使用径向滤镜工具时，您可以通过椭圆形蒙版进行局部调整。可以使用径向滤镜工具在主题周围绘制一个椭圆

区域，然后选择减少选定蒙版以外的部分的曝光度、饱和度和锐化程度。

图像中的背景太显眼，已将两个径向滤镜应用于图像来突出主体

按 Shift + M 可切换径向滤镜工具。

视频教程：径向滤镜工具

通过使用径向滤镜，可以使用有趣的方式将所选调整应用于照片。

应用径向滤镜来增强照片

1. 在修改照片模块中，从工具条中选择径向滤镜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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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修改照片模块内提供有“径向滤镜”工具 (Shift + M)。

只有 Lightroom CC 2015.1 中提供了“白色”和“黑色”滑块

2. 执行以下任一操作：

要创建径向滤镜，请在感兴趣的区域中单击并拖动鼠标。这会绘制一个椭圆形状，以确

定哪些区域受进行的调整影响，或者在调整中排除哪些区域。

要编辑现有的径向滤镜，请单击照片上任一灰色手柄。

在绘制时，按 Shift 可将径向滤镜限定为一个圆。

3. 要确定修改照片的哪个区域，请选中或清除反相蒙版复选框。该复选框默认处于未选中状
态。

“反相蒙版”未被选中（默认）：更改任何设置都会影响选框区域以外的图像区域。
“反相蒙版”被选中：更改任何设置都会影响选框区域以内的图像区域。

4. 调整添加的径向滤镜的大小（宽度和高度）和方向。选择滤镜，然后：

单击并拖动滤镜的中心，以移动和重新定位它。

将指针悬停在四个滤镜手柄中任意一个手柄的上方，指针图标改变时，单击并拖动指针

以更改滤镜的大小。

将指针悬停在接近滤镜边缘的地方，指针图标改变时，单击并拖动滤镜的边缘以更改方

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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滤镜区域由一个椭圆形的选框区域表示。

5. 使用调整滑块（如步骤 1 中所示）创建所需的视觉变化。可以使用羽化滑块调整应用的调
整的视觉衰减。

6. 重复步骤 2 到步骤 5，以继续添加或编辑滤镜。

7. 单击重置，移去应用于图像的所有径向滤镜。

径向滤镜工具的键盘快捷键和编辑器

新调整

按住 Shift 键并拖动，以创建只限于一个圆形范围的调整.

编辑调整

拖动四个手柄之一以重新确定调整的范围时，按住 Shift 键，以保持调整形状的长宽比。

删除调整

选中调整时，按下 Delete 键以删除调整.

最大范围的调整

按住 Command/Control 键并双击某个空白区域，可居中创建集一个覆盖已裁剪图像区域的
调整.
按住 Command/Control 键并在现有的调整中双击，从而扩展该调整以覆盖裁切的图像区域.
双击而不按 Cmd/Ctrl 键将确认并关闭径向滤镜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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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增强的污点去除工具

转到页首

转到页首

转到页首

关于增强的污点去除工具

视频教程：如何去除照片中的某些东西

使用污点去除工具

使用显现污点功能来清理照片

使用增强的污点去除工具，只需几个简单的步骤即可去除照片上不需要的部分。

关于增强的污点去除工具

Lightroom 中的污点去除工具使您可以通过从同一图像的不同区域取样来修复图像的选定区域。例如，您可以通
过去除任何不必要的对象（例如人物、高处的电线等）来清理风景照片。

风景照片中包含一个人物（左图）。可以使用增强的污点去除工具去除场景中的人物（右图）。

视频教程：如何去除照片中的某些东西

如何去除照片中的某些东西

使用污点去除工具

1. 在“修改照片”模块的工具条中，选择“污点去除”工具，或者按 Q。

2. 选择以下选项之一：

修复将取样区域的纹理、光线、阴影匹配到选定区域。

仿制将图像的取样区域复制到选定区域。

3. （可选）在下面的污点去除工具选项中，拖动尺寸滑块来指定污点去除工具可涂抹的区域大
小。

您可以通过向上/向下滚动来增加/减少该工具的半径。或者，也可以使用键盘上的方括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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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来更改画笔的大小。

按左方括号 ([) 可减少画笔的半径大小。
按右方括号 (]) 可增加画笔的半径大小。

4. 在照片中，单击并拖动要修饰的照片部分。

一个白色的选框区域指定您的选中区域。

另一个有箭头指向选中区域的白色选框区域指定取样区域。

找到要清理的图像部分（在本例中，即是含人物的部分），然后使用污点去除工具来涂抹该

区域。使用标记（右图）调整选定区域或取样区域的位置。

5. （可选）要更改默认选定的取样区域，请执行以下任一操作：

自动 单击所选区域的手柄，然后按下正斜线键 (/)。将对新的区域进行取样。按下正斜
线键，直到您找到最适合的取样区域。

手动 使用取样区域的手柄来拖动和选择新区域。

在您使用长笔画选择图像的更大部分时，并不能立即找到与之匹配的合适的取样区域。

要尝试各种选项，请单击正斜线（/），工具会自动为您取样更多的区域。

6. 要删除通过污点去除工具所做的所有调整，请单击工具条下方的重置按钮。

键盘快捷键和编辑器

圆形点：

单击以创建一个圆形点，并自动查找来源。

按住 Command/Control 键并单击以创建圆形点；拖动以设置点大小。
同时按住 Command/Control 和 Option/Alt 键并单击以创建圆形点；拖动以设置点大小。

删除选定的区域或点时：

选择一个标记，然后按 Delete 以删除调整。
按住 Option/Alt 并单击一个点以将其删除。
按住 Option/Alt 并拖动鼠标以绘制选框区域，然后自动删除选框区域内的污点。

使用显现污点功能来清理照片

在打印全分辨率的照片时，打印出来的印品可能包含许多在计算机屏幕上看不到的瑕疵。这些瑕疵可能包含相机

感应器上的灰尘、人像中某人皮肤上的疤痕或蓝天中的一缕缕云。以全分辨率打印时，这些瑕疵可能会影响视觉

效果。

显现污点功能可帮助您在打印之前看到并修复这些瑕疵。

在选择污点去除工具时，图像下方将显示可用的“显现污点”选项和滑块。在选择“显现污点”选项时，将对图像进
行反相以便更清楚地看见瑕疵。您可以使用滑块调整对比度水平，以放大或缩减瑕疵的细节。然后，您可以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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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污点去除工具删除分散注意力的元素。

1. 从工具条中选择污点去除工具 ，然后从工具栏中选中显现污点复选框。

将对图像进行反相，使图像元素的轮廓清晰可见。

未选中“显现污点”选项时（左图）。选中“显现污点”选项时（右图），会显示更多可使用污
点去除工具清理的细节。例如，在本视图中，帽子上的少许灰尘会显得更加清晰可见。

2. 使用显现污点滑块来更改反相图像的对比度阈值。将滑块移动至不同对比度水平，以查看灰
尘、污点或其他多余元素等瑕疵。

3. 使用污点去除工具去除照片中的元素。清除显现污点复选框以查看修改后的图像。

4. 重复步骤 2 和 3，直到满意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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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出照片

此页面链接的部分内容可能仅以英文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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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文件导出到磁盘或 CD

转到页首

询问要执行的操作

为导出的文件选择一个新名称

无提示覆盖

跳过

转到页首

导出位置

文件命名

视频

文件设置

调整图像大小

输出锐化

元数据

添加水印

后期处理

要将照片导出到硬盘、CD 或 DVD，请执行以下步骤。本页面讨论了在步骤 3 中列出的设置。

1. 选择要导出的照片和/或视频，然后选择“文件”>“导出”。

正如对话框顶部“导出到”弹出菜单中所示，默认情况下，Lightroom 会将照片导出到硬盘。

2. 要将照片或视频导出到磁盘，请选择“导出到”>“CD/DVD”。

3. 在“导出”对话框的“设置”面板中指定以下选项：“导出位置”、“文件命名”、“视频”、“文件设
置”、“调整图像大小”、“输出锐化”、“元数据”、“添加水印”和“后期处理”。

导出位置

1. 从“导出到”弹出菜单中选择一个目标位置。

2. （可选）如果要将照片导出到目标文件夹中的子文件夹，请选择“存储到子文件夹”，然后键
入子文件夹的名称。

3. （可选）选中“添加到此目录”，将导出的照片自动添加到当前 Lightroom 目录。如果导出的
照片为图像堆叠的一部分，并且要导出到原始照片所在的文件夹中，请选中“添加至堆叠”以
在原始堆叠中包含重新导入的照片。

4. 指定在目标位置存在同名文件时要执行的操作：

显示一条警告，允许您通过选择新名称、覆盖现有文件或取消导出文件

来解决命名冲突问题。

通过添加连字符和数字后缀，为导出的文件指定其它名称。

使用正在导出的文件替换现有文件，并且不显示冲突警告。

不导出照片。

文件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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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64

DPX

原始格式

转到页首

注意:

品质

色彩空间

文件大小限制为

位深度

压缩

兼容

1. 从“重命名为”弹出菜单选择一个选项。

2. 如果您选择使用自定文本的选项，请在“自定文本”框中输入自定名称。

3. 如果您使用数字顺序，并且不希望编号序列从“1”开始，请在“起始编号”文本框中输入其它
值。

4. 要使用更多选项，请选择“重命名为”>“编辑”。

有关自定名称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命名选项。

视频

1. 选择“包含视频文件”。

2. 选择“视频格式”和“品质”设置：

H.264 是通常用于在移动设备上播放的高压缩视频格式。对于要在移动设备上播放
的视频，请选择“品质”>“低”；对于要在 Web 浏览器中播放的视频，请选择“品质”>“中”。

数字图像交换 (DPX) 是源于 Kodak Cineon 格式的标准，通常用于视觉效果作
品。DPX 文件以 1920-x-1080 导出，但是您可以指定 24p、25p 或 30p 的“品质”设置。

使用与原始剪辑相同的格式、相同的速度导出视频。

“源”信息显示 Lightroom 中的视频文件的分辨率和帧速率。使用“目标”信息可查看以所
选“视频格式”和“品质”导出的视频的分辨率、帧速率和估计文件大小。如果您选择了多个
视频，会针对选定次数最多的文件显示“源”信息。

文件设置

单击“格式”弹出菜单，然后选择 JPEG、PSD、TIFF、DNG 或“原始格式”。然后，为该格式指定相应的选项。

数字负片 (DNG) 格式可将 Camera Raw 文件存储为存档格式。

如果选择“原始格式”，Lightroom 将会使用与捕获原始格式时相同的格式导出图像数据，但是没有“文件设
置”选项可用。导出原始 Raw 文件时，对元数据的更改会导出到附带的附属文件中。

(JPEG) 指定压缩量。JPEG 采用有损压缩，即放弃部分数据，减少文件大小。拖动“品质”滑块，或者在其
右侧框中输入一个介于 0 和 100 之间的值。

（JPEG、PSD、TIFF）将照片转换为 sRGB、AdobeRGB 或 ProPhoto RGB 色彩空间，并使用颜色
配置文件标记照片。选择“其它”可选择自定颜色配置文件。

（JPEG） 指定导出的文件的最大文件大小。

(PSD、TIFF）以每通道 8 或 16 位的位深度存储图像。

(TIFF) 指定是进行 ZIP 压缩、LZW 压缩，还是不进行压缩。ZIP 与 LZW 均为无损压缩方法，可以减小文
件大小而不会放弃图像数据。

注：将“位深度”设置为 16 位/分量时，LZW 压缩方式将不可用。

(DNG) 指定可以读取该文件的 Camera Raw 和 Lightroom 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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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PEG 预览

嵌入快速载入数据

使用有损压缩

嵌入原始 Raw 文件

转到页首

调整大小以适合

宽度和高度

尺寸

长边和短边

百万像素

分辨率

转到页首

转到页首

仅版权

(DNG) 确定导出的 JPEG 预览是全尺寸、中等尺寸，还是不创建。

(DNG) 允许图像在修改照片模块中更快地载入，但这将略微增大文件大小。

(DNG) 显著减少文件大小，但可能会导致图像质量下降。

(DNG) 将原始 Camera Raw 数据存储在 DNG 文件中。

调整图像大小

如果您选择 JPEG、PSD 或 TIFF 作为您的导出文件格式，请指定图像尺寸。

设置照片的最大宽度或高度，确定照片将包含多少像素，并指定导出的图像中细节的细微程

度。选择一个选项，并以英寸、厘米或像素为单位指定度量。如果您选中“不扩大”，Lightroom 会放弃将扩大照
片的宽度或高度设置。

调整照片的大小，使其适合指定的宽度和高度，并保留原始的长宽比。例如，如果指定为

400 x 600，则会生成 400 x 600 的纵向照片或 400 x 267 的横向照片。

无论照片的原始长宽比是多少，都对照片的长边应用较高的值，而对短边应用较低的值。例如，如果指定

为 400 x 600，则会生成 400 x 600 的纵向照片或 600 x 400 的横向照片。

对照片的长边或短边应用值，然后使用照片的原始长宽比计算另一个边的值。

注意：导出照片的长边不能超过 65,000 像素。

设置导出照片的百万像素数和分辨率（以 dpi（每英寸点数）为单位）。

为用于打印输出的文件指定分辨率（单位为：像素/英寸或像素/厘米）。对于喷墨打印，180 ppi 到 480
ppi 比较合适。对于偏移打印或实验室打印，请咨询您的服务提供商。

输出锐化

在导出时，可以对 JPEG、PSD、TIFF 照片应用自适应输出锐化算法。Lightroom 应用的锐化量基于您指定的输
出媒体和分辨率。系统会独立于您在修改照片模块中应用的锐化，另外执行输出锐化。

1. 在“导出”对话框的“输出锐化”区域中，选中“锐化对象”框。

2. 指定要针对“屏幕”、“亚光纸”还是“高光纸”输出进行导出。

3. 将“锐化量”弹出菜单更改为“低”或“高”，以减小或增大应用的锐化量。大多数情况下，可以
将“锐化量”设置保持为默认选项“标准”。

元数据

指示 Lightroom 如何处理与导出照片关联的元数据和关键字。

仅在导出的照片中包含 IPTC 版权元数据。此选项不适用于 DNG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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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witter™ 与 Facebook 中的内容不在 Creative Commons 的条款约束之下。

法律声明   |   在线隐私策略

仅版权和联系信息

除相机和 Camera Raw 之外的所有信息

全部

删除位置信息

按照 Lightroom 层级写入关键字

转到页首

转到页首

仅在导出的照片中包含 IPTC 联系信息和版权元数据。此选项不适用于 DNG 文件。

在导出的照片中包括除“曝光度”、“焦距”和“日期时间”元数据等 EXIF 相
机元数据以外的所有元数据。此选项不适用于 DNG 文件。

在导出的照片中包含所有元数据。此选项不适用于 DNG 文件。

即使从弹出菜单中选择了“除相机和 Camera Raw 之外的所有信息”或“全部”，也会从照片中删除
GPS 元数据。此选项不适用于 DNG 文件。

在元数据字段中使用管道符 (|) 表示父/子关系（例如“Names|Maria”）。

添加水印

对于 JPEG、PSD 或 TIFF 文件，选中“水印”框可在导出的照片上包含版权水印。

简单的版权水印 包含“版权”元数据字段的内容作为导出的照片上的水印。如果“版权”字段为空，则不应用水印。

自定 选择名称显示在“水印”弹出菜单上的自定水印。要创建自定水印，请单击“编辑水印”。请参阅使用水印编辑
器。

注意：如果您遇到水印未应用到导出的照片这个问题，请确保您使用的是最新更新。在 Lightroom 中，选择“帮
助”>“检查更新”。有关其它故障排除，请访问 Lightroom 用户论坛。

 

后期处理

从“导出后”菜单中选择以下任一选项。

无操作 导出照片，随后不执行任何进一步的操作。

在资源管理器中显示/在 Finder 中显示 在资源管理器 (Windows) 或 Finder (Mac OS) 窗口中，显示导出的文
件。

在 Photoshop / Photoshop Elements 中打开 在 Photoshop 或 Photoshop Elements 中打开导出的照片。要
使用此功能，必须在您的计算机上安装 Photoshop 或 Photoshop Elements。

在 [其它外部编辑器] 中打开 在 Lightroom 首选项中被指定为其他外部编辑器的应用程序中打开导出的照片。

在其它应用程序中打开

在“应用程序”弹出菜单中指定的应用程序中打开导出的照片。
现在转到 Export Actions 文件夹 打开 Export Actions 文件夹，可在其中存储任何可执行文件（应用程序）或可
执行文件（应用程序）的快捷方式或别名。请参阅创建 Export A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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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obe 支持 >
Adobe Photoshop Lightroom
> 在线发布照片

在线发布照片

搜索

Adobe Photoshop Lightroom 用户指南
>

在此页面上

在 Lightroom 中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照片
从 Lightroom 中发布到 Facebook
从 Lightroom 中发布到 Flickr
从 Lightroom 中发布到 Adobe Stock

适用于: Adobe Photoshop Lightroom Adobe Photoshop Lightroom CC, Lightroom 6

在 Lightroom 中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照片

Lightroom 允许您创建电子邮件消息，并使用您的默认默认电子邮件应用程序将照片发送给人员。您还可以使用诸如 Gmail 等 Internet 电子邮件提供
商。

作为电子邮件附件发送照片

1. 在图库模块的“网格”视图中或者在胶片显示窗格中，选择要通过电子邮件共享的一个或多个文件。选定的文件可以是照片或视频。

2. 选择“文件”>“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照片”。

Lightroom 会识别您的默认电子邮件应用程序，并创建供您发送的邮件，将您选定的一个或多个文件作为附件。

注意:

选择“包括题注元数据作为说明标签”可以在电子邮件的正文中发送照片的题注元数据。

3. 在电子邮件消息窗口中，输入一个或多个电子邮件地址和主题行。

4. （可选）要更改发送消息的电子邮件应用程序，请单击“发件人”弹出菜单，并选择其它电子邮件应用程序。

5. 单击“预设”按钮，并且选择附加的一个或多个照片的大小。

6. 单击“发送”。

电子邮件消息会在您的电子邮件应用程序中打开。

7. 如需要，添加一条消息，然后单击“发送”。

配置 Lightroom 的电子邮件帐户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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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除画册模块以外的任意模块中，选择“文件”>“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照片”。

2. 单击“发件人”弹出菜单，并选择“转至电子邮件帐户管理器”。

要添加电子邮件帐户，请单击“添加”。输入描述性的“帐户名称”，然后从列表中选择“服务提供商”。

要删除电子邮件帐户，请从左列的列表中将其选中，然后单击“移去”。

发送服务器设置

对于公用服务提供商，例如 Gmail，Lightroom 会自动添加 SMTP 服务器和端口设置，以及安全性和身份验证选项。有关指定这些设置的更多信息，
请联系您的电子邮件服务提供商，或者参阅提供商的网站。

凭据设置

请输入您的电子邮件地址和密码，然后单击“验证”来确认您的设置。

从 Lightroom 中发布到 Facebook

通过图库模块中的“发布服务”面板，您可以将照片从 Lightroom 直接发送到 Facebook。首先，在 Facebook 和 Lightroom 之间建立连接，然后为要发
布的照片创建发布收藏夹。最后，上传照片。

视频教程：在 Facebook 上分享照片

了解如何将照片发布到 Facebook 并跟踪来自 Lightroom 的所有“赞”和评论。

创建 Facebook 连接

“发布服务”连接允许 Lightroom 与您的 Facebook 帐户通信。

1. 在“图库”模块左侧的“发布服务”面板中，单击 Facebook 连接“设置”按钮。

“发布服务”面板

2. 在“Lightroom 发布管理器”对话框中，在“Facebook 帐户”下找到并单击“在 Facebook 上授权”。

3. 按照提示进行操作，以使 Facebook 能够与 Lightroom 通信。

4. 在“发布管理器”中指定其它导出选项：

发布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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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在“发布服务”面板中的连接名称旁边的说明。

Facebook 相册

选择您要上传的 Facebook 相册。

Facebook 标题

使用照片的文件名、IPTC 标题元数据设置照片标题或保留空白。选择更新照片时的首选行为：替换现有标题或保留现有标题。

注意:

有关“文件命名”、“文件设置”、“调整图像大小”和其它导出选项的信息，请参阅将文件导出到磁盘或 CD。

5. （可选）要随时更改您的 Facebook 连接设置，请单击“发布服务”面板顶部的 + 按钮并选择“Facebook”>“编辑设置”。

在 Facebook 收藏夹中添加和管理照片

在 Facebook 发布收藏夹中管理您要上传到 Facebook 的照片。

1. 要创建要导出到 Facebook 的照片的收藏夹，在“发布服务”面板中右键单击 (Windows) 或按住 Control 键单击 (Mac OS) Facebook 连接，并选
择以下选项之一：

创建收藏夹

您选择的任意照片的收藏夹。为该收藏夹指定名称，指出您是否要包括选定的照片，并选择或创建要上传的 Facebook 相册。

创建智能收藏夹

基于您定义的规则的照片收藏夹。请参阅使用智能收藏夹。为智能收藏夹指定名称，并选择或创建要上传的 Facebook 相册。

2. 对于普通 Facebook 收藏夹 ，将照片从“网格”视图拖动到“发布服务”面板中的收藏夹。如果您创建智能收藏夹 ，那么与您的规则匹配的照

片会出现在该收藏夹中。

3. 要管理您的 Facebook 收藏夹，请执行以下任一操作：

要编辑、重命名或删除某个收藏夹，在“发布服务”面板中右键单击 (Windows) 或按住 Control 键单击 (Mac OS) 该收藏夹，并选择“编辑收
藏夹”、“重命名”或“删除”。

要从普通收藏夹中移除未发布的照片，请在发布收藏夹中将其选中，然后按 Delete 键。

要在智能收藏夹中添加或移除照片，请更改智能收藏夹的规则。

要查看某个收藏夹中的照片，请在“发布服务”面板中选择该收藏夹。照片按以下类别、队列排列在图像显示区域中：

要发布的新照片

尚未发布的照片。

要重新发布的已修改照片

导出后，在图库或修改照片模块中经过编辑的照片。

已发布的照片

发布后尚未修改的照片。

要移除的已删除照片

按 Delete 从收藏夹中移除以前导出的照片时，Lightroom 将它们标记为“要移去的已删除照片”。在下次您单击“发布”时，这些照片会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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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ghtroom 的收藏夹中移去；您必须使用浏览器在 Facebook 网站上将它们从 Facebook 移除。

上传到 Facebook

等待发布的照片显示在以下两个队列之一中：“要发布的新照片”或“要重新发布的已修改照片”。在您发布收藏夹时，Lightroom 会上传两个队列中的所
有内容。

1. 要发布到 Facebook，请执行以下任一操作：

在“发布服务”面板中选择 Facebook 收藏夹，然后单击“发布”。

右键单击 (Windows) 或按住 Control 键单击 (Mac OS) Facebook 收藏夹，然后选择“立即发布”。

2. 如果出现提示，单击“替换”以使用更新的版本来更新已发布的照片。

注意:

如果您在使用“发布服务”面板上传到 Facebook 时遇到问题，请确保您使用的是最新的更新：在 Lightroom 中，选择“帮助”>“检查更新”。另外，请参
阅 Facebook 帮助中心主题上传照片和个人资料图片，了解针对照片和相册的限制。例如，相册不能包含 200 张以上的照片。

从 Lightroom 中发布到 Flickr

图库模块中的“发布服务”面板允许您将照片从 Lightroom 直接发送到 Flickr。首先，在 Flickr 和 Lightroom 之间建立连接，然后为要发布的照片创
建发布收藏夹。最后，上传照片。您还可以在 Lightroom 图库模块的“注释”面板中添加和查看 Flickr 注释。

创建 Flickr 连接

“发布服务”连接允许 Lightroom 与您的 Flickr 帐户通信。

1. 在“图库”模块左侧的“发布服务”面板中，单击 Flickr 连接“设置”按钮。

“发布服务”面板

2. 在“Lightroom 发布管理器”对话框中，在“Flickr 帐户”下找到并单击“登录”。

3. 按照提示进行操作，以使 Flickr 能够与 Lightroom 通信。

4. 在“发布管理器”中指定其它导出选项：

发布服务

显示在“发布服务”面板中的连接名称旁边的说明。

Flickr 标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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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照片的文件名、IPTC 标题元数据设置照片标题或保留空白。选择更新照片时的首选行为：替换现有标题或保留现有标题。

注意:

有关“文件命名”、“文件设置”、“调整图像大小”和其它选项的信息，请参阅将文件导出到磁盘或 CD。

5. （可选）要随时更改您的 Flickr 连接设置，单击“发布服务”面板顶部的 + 按钮并选择“Flickr”>“编辑设置”。

在 Flickr 照片集中添加和管理照片

在发布收藏夹（也称为照片集）中，管理要上传到 Flickr 的照片。

1. 要创建 Flickr 照片集，在“发布服务”面板中右键单击 (Windows) 或按住 Control 键单击 (Mac OS) Flickr 连接，并选择以下选项之一：

创建照片集

您的 Flickr 照片流中，您选择的照片收藏夹或一组照片。

创建智能照片集

基于您定义的规则的照片集。请参阅使用智能收藏夹。

2. 对于普通照片集 ，在“发布服务”面板中将照片从“网格”视图拖动到 Flickr 照片集中。如果您创建智能照片集 ，则与您的规则匹配的照片会

出现在该收藏夹中。

3. 要管理您的 Flickr 照片集，请执行以下任一操作：

要编辑、重命名或删除某个照片集，在“发布服务”面板中右键单击 (Windows) 或按住 Control 键单击 (Mac OS) 该照片集，并选择“编辑收
藏夹”、“重命名”或“删除”。

要从普通照片集中删除未发布的照片，请在照片集中将其选中，然后按 Delete 键。

要在智能照片集中添加或删除照片，请更改智能照片集的规则。

要查看某个照片集中的照片，请在“发布服务”面板中选择照片集。照片按以下类别、队列排列在图像显示区域中：

要发布的新照片

尚未导出的照片。

要重新发布的已修改照片

导出后，在图库或修改照片模块中经过编辑的照片。

已发布的照片

自导出后尚未修改的照片。

要移去的已删除照片

按 Delete 从照片集中删除已发布的照片时，Lightroom 会将它们标记为“要移去的已删除照片”。在下次您单击“发布”时，它们将从
Lightroom 照片集和 Flickr 中移除。

上传到 Flickr

等待发布的照片显示在以下两个队列之一中：“要发布的新照片”或“要重新发布的已修改照片”。在您发布照片集时，Lightroom 会上传两个队列中的所
有内容。

1. 要将照片发布到 Flickr，请执行以下任一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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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照片集，然后单击“发布”。

右键单击 (Windows) 或按住 Control 键单击 (Mac OS) 照片集，然后选择“立即发布”。

2. 如果出现提示，单击“替换”以使用更新的版本来更新已发布的照片。

注意:

如果您在使用“发布服务”面板上传到 Flickr 时遇到问题，请确保您使用的是最新的更新：在 Lightroom 中，选择“帮助”>“检查更新”。

从 Lightroom 中发布到 Adobe Stock
已在 Lightroom CC 2015.7 中引入的功能

“图库”模块中的“发布服务”面板允许您将照片直接从 Lightroom 发送到 Adobe Stock。使用您现有的 Creative Cloud 帐户凭据来建立 Adobe Stock
Contributor 门户网站 (https://contributor.stock.adobe.com/) 与 Lightroom 之间的连接，然后将照片从“网格”视图拖动到发布服务面板上的 Adobe
Stock 照片集中。最后，从 Lightroom 中发布照片。

现在，您可以转至 Adobe Stock Contributor 门户网站，标记已上传的图像并将其提交至 Adobe Stock 以供审阅。Adobe Stock Contributor 门户网站
会自动提取与您的图像关联的 Lightroom 关键字，并将其显示为标记的关键字。有关更多详细信息，请参阅 Adobe Stock | Contributor 常见问题解
答。

设置 Adobe Stock 发布服务

设置 Adobe Stock 发布服务可建立 Adobe Stock Contributor 门户网站与 Lightroom 之间的链接。

1. 在“图库”模块左侧的“发布服务”面板中，单击 Adobe Stock 连接的“设置”按钮。

2. 在“Lightroom 发布管理器”对话框中，查看 Adobe Stock 下的内容。

3. 指定“Lightroom 发布管理器”中的设置：

发布服务

显示在“发布服务”面板中的连接名称旁边的说明。

Adobe Stock 帐户

选择第一个链接。首次设置发布服务时，系统将会引导您逐步完成注册过程。使用现有的 Creative Cloud 凭据登录。

注意:

有关 Adobe Stock 帐户创建的更多信息，请参阅Adobe Stock Contributor | 快速入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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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完成注册流程后，请确保选择对话框中的“保存”。

5. （可选）要随时更改您的 Adobe Stock 连接设置，请单击“发布服务”面板顶部的 + 按钮，并选择“Adobe Stock”>“编辑设置”。

添加并管理“提交至 Adobe Stock”收藏夹中的照片

要上传到 Adobe Stock 的照片会添加到“已发布”收藏夹中。此收藏夹的默认名称为“提交至 Adobe Stock”。

1. 要添加照片，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将“发布服务”面板中的 Adobe Stock 收藏夹设为目标收藏夹
1. 右键单击/按住 Command 的同时并单击 Adobe Stock 收藏夹，然后单击“设为目标收藏夹”。
2. 将文件添加到准备发布的文件队列中：

按 B 或者
右键单击/按住 Command 的同时并单击一个文件，然后单击 。

将照片从网格视图拖动到“发布服务”面板中的 Adobe Stock“已发布”收藏夹 。

2. 要管理您的 Adobe Stock 收藏夹，请执行以下操作：

要重命名收藏夹，请在“发布服务”面板中双击该收藏夹，然后键入新名称。该收藏夹的默认名称为“提交至 Adobe Stock”。

要从收藏夹中删除照片，请右键单击该照片，然后选择“从收藏夹中移去”。

要查看收藏夹中的照片，请在“发布服务”面板中选择照片集。照片按以下类别、队列排列在图像显示区域中：

要发布的新照片

尚未发布到 Adobe Stock 的照片。

已发布的照片

在以前发布后未进行修改的照片。

要移去的已删除照片

在按 Delete 以删除以前发布的照片时，Lightroom 将它们标记为“要移去的已删除照片”。它们会从 Lightroom 发布服务面板中的收藏夹中移
除。但是，已删除的照片不会自动从 Adobe Stock Contributor 门户网站移除 — 您需要手动将其移除。

上传到 Adobe Stock

等待发布的照片会出现在“要发布的新照片”队列中。 单击“发布”时，Lightroom 会将此队列中的所有照片上传到您的 Adobe Stock Contributor 门户网
站的新照片部分。

注意:

确保要上传到 Adobe Stock 的所选图像符合照片的技术要求。

如果选定的其中一些图像不符合这些文件规范，Lightroom 会在“无法上传所有资源”对话框中显示错误消息。要继续上传，请从您的所选图像中删除
不合格图像并重新发布。

1. 要将照片发布到 Adobe Stock，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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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键单击/按住 Command 的同时并单击“发布服务”面板中的收藏夹，然后选择“立即发布”。

单击模块按钮下方的“发布”按钮（在图像显示区域上方）。

2. 成功完成上传后，Lightroom 会显示“图像已成功上传”对话框。

您可以单击此对话框中的“继续上传到 Adobe Stock”链接以继续访问 Adobe Stock Contributor 门户。

请参阅 Adobe Stock | 上传和管理内容，以了解更多详细信息。

3. 访问 https://contributor.stock.adobe.com/ 以完成您的提交。

在 Adobe Stock Contributor 门户网站的上传页面，选择已上传的图像并添加标题、类别和关键字。与您的图像关联的 Lightroom 关键字会自动
出现在“关键字”部分。您可以查看并编辑这些关键字。

注意:

如果您对问题您的文件是否显示可识别的人物和/或财产？的回答是是，则您需要上传一个肖像权授权声明或产权授权声明。 如果您已经有授
权，则可以搜索并从之前上传的授权列表中进行选择。

要创建一个新授权，请单击“创建新授权声明”>“下载模版”以下载授权声明，完成后将其作为 .JPEG 文件上传。

4. 填写完标题、关键字部分以及类别中的所有必填字段后，单击“保存”，然后“提交”给 Adobe 审查您的照片。

注意:

第一次提交您的照片时，您需要上传您的身份证明，例如您驾照或护照的 .JPEG 文件。

更多此类内容

可视化教程 - 发布到社交媒体

  Creative Commons 条款未涉及 Twitter 和 Facebook 帖子。

法律声明   |   在线隐私策略

Adobe Photoshop Lightroom
< 查看所有应用程序

学习和支持

新手指南

用户指南

教程

在社区提问

发表问题并获得专家解答。

立即提问

联系我们

来自真正专业人士的真心实意的帮助。

立即开始

^ 返回顶部
Was this helpful?

Yes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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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改地区中国 (更改)
选择地区

选择地区将更改 Adobe.com 上的语言和/或内容。

Americas Brasil Canada - English Canada - Français Latinoamérica México United States Europe, Middle East and Africa Africa -
English België Belgique Belgium - English Česká republika Cyprus - English Danmark Deutschland Eastern Europe -
English Eesti España France Greece - English Hrvatska Ireland Israel - English Italia Latvija Lietuva Luxembourg - Deutsch Luxembourg -
English Luxembourg - Français Magyarország Malta - English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 English Moyen-Orient et Afrique du Nord -
Français Nederland Norge Österreich Polska Portugal România Schweiz Slovenija Slovensko Srbija Suisse Suomi Sverige Svizzera Türkiye
United Kingdom България Россия Україна ישראל - עברית Asia - Pacific Australia Hong Kong S.A.R. of China India - English New
Zealand Southeast Asia (Includes Indonesia, Malaysia, Philippines, Singapore, Thailand, and Vietnam) - English 中国 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台

灣 日本 한국 Commonwealth of Independent States Includes Armenia, Azerbaijan, Belarus, Georgia, Kazakhstan, Kyrgyzstan, Moldova,
Tajikistan, Turkmenistan, Ukraine, Uzbekistan

产品 下载 支持与学习 公司
Copyright © 2016 Adobe Systems Software Ireland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隐私 使用条款 cookies 京 ICP 备 10217899 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5010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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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发布服务导出到硬盘

转到页首

转到页首

创建已发布的文件夹

创建已发布的智能文件夹

创建已发布的文件夹集

设置硬盘连接

在硬盘文件夹中添加和管理照片

将照片导出到硬盘

图库模块中的“发布服务”面板允许您将一组照片导出到硬盘。发布到硬盘是准备将照片上载到移动电话或平板设备（例如 iPad）的变通方法。

通过发布服务导出 iPad 相册

设置硬盘连接

“发布服务”连接允许您定义导出操作的选项。

1. 在图库模块左侧的“发布服务”面板中，单击“硬盘”连接“设置”按钮。

 
“发布服务”面板

2. 在“Lightroom 发布管理器”对话框中，输入“发布服务说明”。
3. 指定其它导出选项。有关导出位置、文件命名、文件设置、调整图像大小和其他导出选项的信息，请参阅 将文件导出到磁盘或

CD。
4. （可选）要随时更改您的硬盘连接设置，单击“发布服务”面板顶部的 + 按钮，并选择“硬盘”>“编辑设置”。

在硬盘文件夹中添加和管理照片

在发布收藏夹（也称为文件夹）中管理您要导出到硬盘的照片。

1. 要创建硬盘文件夹，在“发布服务”面板中右键单击 (Windows) 或按住 Control 键单击 (Mac OS) 硬盘连接，并选择以下选项之
一：

您所选择的、存储在文件夹中的一组任意照片。

基于您指定的规则的照片的文件夹。请参阅使用智能收藏夹。

一组已发布的文件夹。

2. 对于普通文件夹 ，在“发布服务”面板中将照片从“网格”视图拖动到文件夹。如果您创建智能文件夹 ，与您的规则匹配的照片

会自动出现在该文件夹中。

3. 要管理您的硬盘收藏夹，请执行以下任一操作：

要编辑、重命名或删除某个文件夹，在“发布服务”面板中右键单击 (Windows) 或按住 Control 键单击 (Mac OS) 该文件夹，并

如何通过“硬盘”连接从 Lightroom 3 或
Lightroom 4 为 iPad 轻松导出照片...阅读更
多

http://goo.gl/7ijeQ

作者：Gene McCullagh

将您的技能分享到

Adobe Community Hel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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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到页首

选择“编辑收藏夹”、“重命名”或“删除”。

要从普通硬盘文件夹中删除未发布的照片，请在文件夹中将其选中，然后按 Delete 键。

要在智能文件夹中添加或删除照片，请更改智能文件夹的规则。

要在硬盘文件夹中查看照片，请在“发布服务”面板中选择该文件夹。照片按以下类别、队列排列在图像显示区域中：

要发布的新照片

尚未导出的照片。

要重新发布的已修改照片

导出后，在图库或修改照片模块中经过编辑的照片。

已发布的照片

自导出后尚未修改的照片。

要移去的已删除照片

按 Delete 从文件夹中删除一张或多张已发布的照片时，Lightroom 会将它们标记为“要移去的已删除照片”。在下次您单击“发
布”时，它们将从文件夹中移除。

将照片导出到硬盘

等待发布的照片显示在以下两个队列之一中：“要发布的新照片”或“要重新发布的已修改照片”。您发布文件夹或文件夹集时，Lightroom 会上载两个队
列中的所有内容。

1. 要将照片发布到硬盘连接，请执行以下任一操作：

选择“硬盘”文件夹，然后单击“发布”。

右键单击 (Windows) 或按住 Control 键单击 (Mac OS) 硬盘文件夹，然后选择“立即发布”。

2. 如果出现提示，单击“替换”以使用更新的版本来更新已发布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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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出预设以及其它设置

转到页首

刻录全尺寸 JPEG

导出为 DNG

适用于电子邮件

适用于电子邮件（硬盘）

转到页首

使用预设导出照片

使用上次设置导出照片

创建 Export Actions
导出增效工具

使用预设导出照片

借助导出预设，可以加快导出供常规用途使用的照片的速度。例如，可以使用 Lightroom 预设导出适用于以电子
邮件形式发送给客户或好友的 JPEG 文件。

使用预设导出照片

1. 选择要导出的照片，然后选择“文件”>“使用预设导出”，或者单击“导出”按钮。

2. 选择某一预设。Lightroom 提供了下列内置导出预设：

将照片导出为被转换且标记为 sRGB 的 JPEG，具有最高品质，无缩
放，且分辨率为每英寸 240 像素。默认情况下，该预设将导出的文件存储到在“导出”对话框
顶部指定的“CD/DVD 上的文件”目标位置（位于名为 Lightroom Burned Exports 的子文件
夹）。

以 DNG 文件格式导出照片。默认情况下，该预设没有指定任何后期处理动
作，因此您可以在单击“导出”之后选择目标文件夹。

打开一封邮件，以便您使用电子邮件将照片发送给他人。请参阅在
Lightroom 中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照片。

将照片作为 sRGB JPEG 文件导出到硬盘。所导出照片的最大尺
寸为 640 像素（宽度或高度），中等品质，分辨率为每英寸 72 像素。完成后，Lightroom
会在“资源管理器”(Windows) 或 Finder (Mac OS) 中显示照片。在单击“导出”之后，选择目
标文件夹。

将导出设置另存为预设

1. 在“导出”对话框中，指定要存储的导出设置。

2. 在对话框左侧的“预设”面板的底部单击“添加”。

3. 在“新建预设”对话框的“预设名称”框中键入名称，然后单击“创建”。

使用上次设置导出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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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使用手动设置的最近一个导出会话中的设置来导出照片，包括修改的预设。否则，“使用上次设置导出”命令时
将不能处理导出预设。

1. 选择要导出的照片。

2. 选择“文件”>“使用上次设置导出”。

创建 Export Actions

可以将可打开一组照片文件的任何项目存储在 Export Actions 文件夹中。例如，可在 Export Actions 文件夹中存
储可执行文件或快捷方式 (Windows)，或者存储应用程序或别名 (Mac OS)。在下次导出照片时，“导出”对话框
的“导出后”菜单中将会列出添加到该文件夹的项目。

也可以将 Photoshop Droplet 或脚本文件添加到 Export Actions 文件夹中。

1. 执行以下任一操作打开 Export Actions 文件夹：

在“导出”对话框中，选择“导出后”>“现在转到 Export Actions 文件夹”。

Windows 7 和 8：导航到 \Users\[用户名]\AppData\Roaming\Adobe\Lightroom\Export
Actions\。

Mac OS：导航到 /Users/[用户名]/Library/Application Support/Adobe/Lightroom/Export
Actions/。

2. 将项目添加到 Export Actions 文件夹。

导出增效工具

Lightroom 支持用于向“导出”对话框中添加功能的第三方增效工具。“导出”对话框中的可用选项可能随安装的第三
方增效工具而异。要获得有关增效工具软件的支持或文档，请与其开发人员联系。

下列文件夹中的增效工具由 Lightroom 自动载入，可通过“增效工具管理器”来启用和禁用，但不能移去：

Mac OS：/Library/Application Support/Adobe/Lightroom/Modules

Windows 7 和 8：C:\Users\[用户名]\AppData\Roaming\Adobe\Lightroom\Modules

要获得 Lightroom SDK 的文档，请访问 www.adobe.com/go/devnet_cn。

管理导出增效工具

1. 选择“文件”>“增效工具管理器”，或者单击“导出”对话框左下角的“增效工具管理器”按钮。

“Lightroom 增效工具管理器”对话框的左侧面板中列出了已安装的增效工具。

2. 执行以下任一操作：

从左侧面板中选择一个增效工具，以便在主面板中查看其信息。

要向 Lightroom 添加增效工具，请单击“添加”按钮。导航到所需增效工具，选择该工
具，然后单击“添加增效工具”。

要从 Lightroom 中移去某个增效工具，请从左侧面板选择该增效工具，然后单击“移
去”。

单击“交换增效工具”转到 Adobe 网站，并搜索增效工具。

3. 单击“完成”关闭“Lightroom 增效工具管理器”，返回到“导出”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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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编辑器

此页面链接的部分内容可能仅以英文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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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编辑”首选项

转到页首

文件格式

色彩空间

位深度

压缩

模板

转到页首

设置用于在外部编辑器中处理 Camera Raw 文件的首选项
选择外部编辑器

创建外部编辑器预设

编辑外部编辑器预设

使用“外部编辑”首选项指定文件格式以及用于在 Photoshop Elements 和外部图像编辑应用程序（无法读取
Camera Raw 文件中的马赛克传感器数据）中编辑 Camera Raw 和 DNG 文件的其它选项。当您在 Photoshop
中存储来自 Lightroom 的 Camera Raw 和 DNG 文件时，Photoshop 也将使用您在“外部编辑”首选项中指定的选
项。最后，外部图像编辑应用程序也使用“外部编辑”首选项来选择。

1. 选择“编辑”>“首选项”(Windows) 或“Lightroom”>“首选项”(Mac OS)。

2. 单击“外部编辑”。

设置用于在外部编辑器中处理 Camera Raw 文件的首选项

Lightroom 直接在 Photoshop CS3 (10.0.1) 或更高版本中打开 Camera Raw 和 DNG 文件。不过，Lightroom
必须将 Camera Raw 和 DNG 文件的 TIFF 或 PSD 副本发送到 Photoshop Elements 及无法读取原始数据的其
它外部编辑器。在“外部编辑”首选项中，为 Lightroom 发送到这些编辑器的 TIFF 和 PSD 文件指定文件格式、色
彩空间、位深度和压缩。为最大程度地保留 Lightroom 发送的照片中的色彩细节，建议使用 16 位 ProPhoto
RGB。如果直接在 Photoshop 中打开并存储来自 Lightroom 的 Camera Raw 文件，Photoshop 将对它存储的这
些文件使用您在 Lightroom“外部编辑”首选项中指定的设置。

在“外部编辑”首选项对话框中，从下列菜单中选择选项：

以 TIFF 或 PSD 格式存储 Camera Raw 图像。请参阅支持的文件格式。

将照片转换为 sRGB、AdobeRGB 或 ProPhoto RGB 色彩空间，并用颜色配置文
件进行标记。请参阅 Lightroom 如何管理颜色。

以每颜色通道（红色、绿色和蓝色）8 位或 16 位的位深度存储照片。8 位文件较
小，与各种应用程序的兼容性更好，但不能保留 16 位文件中细微的色调细节。

（仅 TIFF）对照片应用 ZIP 压缩或不应用压缩。ZIP 是无损压缩方法，对于包含较大
单色区域的图像，这种方法最为有效。

使用您指定的模板为文件命名。选择模板，然后指定自定文本或文件名的起始编号。
请参阅文件名模板编辑器和文本模板编辑器。

选择外部编辑器

在“外部编辑”首选项对话框中，可指定某个应用程序作为外部编辑器。在选择某个应用程序之后，始终可以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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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首选项”更改为另一个应用程序。

1. 在“外部编辑”首选项中，单击“其它外部编辑器”区域中的“选择”。

2. 导航到并选择要使用的应用程序，然后单击“打开”(Windows) 或“选择”(Mac OS)。

您还可以通过在“图库”或“修改照片”模块中选择“照片”>“在其它应用程序中编辑”来选
择外部编辑器。系统会提示您导航到并选择要使用的应用程序。选择外部编辑器之后，该应
用程序的名称将显示在“照片”菜单的“在 [应用程序的名称] 中编辑”中。

创建外部编辑器预设

可在“外部编辑”首选项对话框中为外部编辑器创建预设。外部编辑器预设允许将多个应用程序指定为外部编辑
器，然后创建不同的照片处理选项以便与一个或多个外部编辑器搭配用于多种应用。

1. 在“外部编辑”首选项中，选择一个应用程序，然后指定 Camera Raw 文件选项。

2. 选择“预设”>“将当前设置存储为新预设”。

3. 为该预设键入名称，然后单击“创建”。

Lightroom 会将新预设添加到“预设”菜单。

编辑外部编辑器预设

1. 在“外部编辑”首选项中，从“预设”菜单中选择一个外部编辑器预设。

2. 更改应用程序或 Camera Raw 文件选项。

Lightroom 会将“（已编辑）”附加到预设名称的末尾。

3. 执行以下任一操作：

选择“预设”>“将当前设置存储为新预设”，以创建一个新预设。为该新预设键入名称，然
后单击“创建”。

选择“预设”>“更新预设‘[预设名称]’”，用您的更改覆盖现有预设。

Adobe 还建议
在 Photoshop Elements 中打开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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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Photoshop 或 Photoshop Elements 中打开和编辑 Lightroom 照
片

转到页首

编辑含 Lightroom 调整的副本

编辑副本

编辑原始文件

注意:

注意:

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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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Photoshop Elements 中打开和编辑照片
在 Photoshop 中打开和编辑照片
在第三方图像处理应用程序中打开和编辑照片

在 Photoshop Elements 中打开和编辑照片

可以在 Lightroom 中使用 Photoshop Elements 对照片执行更多编辑。要想使用此功能，必须在计算机上安装
Photoshop Elements。

1. 在图库模块或修改照片模块中，选择要编辑的照片。然后，选择“照片”>“在
Adobe Photoshop Elements 中编辑”。

2. （仅 JPEG、TIFF 和 PSD）在“编辑照片”对话框中，选择以下选项之一：

将在 Lightroom 中进行的调整应用于文件的副本，然后将
该文件发送到 Photoshop Elements 以进行编辑。

编辑不含 Lightroom 调整的原始文件的副本。

编辑不含 Lightroom 调整的原始文件。

选择“堆叠原始图像”可将编辑后的照片与原始照片堆叠在一起。

3. （仅 JPEG、TIFF 和 PSD）单击“编辑”。

如果编辑照片的副本，当您在 Photoshop Elements 中打开该照片时，Lightroom 会自动将
副本（文件名后面附上 -编辑）添加到目录中。

4. 在 Photoshop Elements 中，根据需要编辑照片，然后选择“文件”>“存储”。

编辑后的 Camera Raw 和 DNG 文件会自动添加到 Lightroom 目录，并在文件名后附
加“Join up”。文件格式为 TIFF 或 PSD，具体取决于在“外部编辑”首选项中指定的是哪种格
式。

还将按照在“外部编辑”首选项中指定的格式来存储作为含调整的副本进行编辑的
JPEG、TIFF 和 PSD 文件。

在 Photoshop Elements 中存储对 JPEG、TIFF 和 PSD 图像的更改时，如果希望该
照片在目录中更新，请确保文件名和格式与副本或 Lightroom 中的原始图像相同。

5. 切换到 Lightroom，在目录中查看编辑后的照片。

在 Photoshop Elements 中存储时，请确保开启“最大兼容”选项，这样，Lightroom
才能够读取图像。

在 Photoshop 中打开和编辑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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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副本调整的副本

编辑副本

编辑原始文件

注意:

注意:

注意:

注意:

可以在 Lightroom 中使用 Photoshop 对照片执行更多编辑。要想使用此功能，必须在计算机上安装
Photoshop。

1. 在图库模块或修改照片模块中，选择要编辑的照片。然后，选择“照片”>“在
Adobe Photoshop 中编辑”。

如果要在 Photoshop CS3 (10.0.1) 或更高版本中打开 Camera Raw 或 DNG 文件，将会直
接打开该文件。

2. （仅 JPEG、TIFF 和 PSD）在“编辑照片”对话框中，选择以下选项之一：

将在 Lightroom 中进行的调整应用于文件的副本，然后将该文件发送
到 Photoshop 以进行编辑。

编辑不含 Lightroom 调整的原始文件的副本。

编辑不含 Lightroom 调整的原始文件。

选择“堆叠原始图像”可将编辑后的照片与原始照片堆叠在一起。

3. （仅 JPEG、TIFF 和 PSD）单击“编辑”。

如果编辑照片的副本，当您在 Photoshop 中打开该照片时，Lightroom 会自动将副本（文
件名后面附上 -编辑）添加到目录中。

4. 在 Photoshop 中，根据需要编辑照片，然后选择“文件”>“存储”。

编辑后的 Camera Raw 和 DNG 文件会自动添加到 Lightroom 目录，并在文件名后附加 -编
辑。文件格式为 TIFF 或 PSD，具体取决于在“外部编辑”首选项中指定的是哪种格式。

还将按照在“外部编辑”首选项中指定的格式来存储作为含调整的副本进行编辑的
JPEG、TIFF 和 PSD 文件。

在 Photoshop 中存储对 JPEG、TIFF 和 PSD 图像的更改时，如果希望该照片在目
录中更新，请确保文件名和格式与副本或 Lightroom 中的原始图像相同。

5. 切换到 Lightroom，在目录中查看编辑后的照片。

在 Photoshop 中存储时，确保开启“最大兼容”选项，这样，Lightroom 才能够读取图
像。Photoshop CS3 及更高版本会自动以最大兼容性存储来自 Lightroom 的 PSD 文件。

更多信息

Lightroom 的主要外部编辑器功能旨在以特殊方式使用 Photoshop。虽然 Photoshop Elements 部分支持这其中
的某些功能，但它并不符合预期使用要求。

作为智能对象打开 - Photoshop Elements 不允许创建智能对象。
合并为全景图 - 请确保您在 Photoshop Elements 中使用专家编辑模式创建全景图。
合并为 HDR - Photoshop Elements 不支持 32 位图像或具有“合并为 HDR”功能。
作为图层打开 - 请确保您在 Photoshop Elements 中使用专家编辑模式处理图层。

在 Photoshop 中作为智能对象打开照片

要想使用此功能，必须在计算机上安装 Photoshop CS3 10.0.1 或更高版本。说明适用于
Photoshop CS5。

1. 在“图库”或修改照片模块中，选择您想要编辑的照片。

2. 选择“照片”>“在应用程序中编辑”>“在 Photoshop 中作为智能对象打开”。

3. 在 Photoshop 中编辑照片，然后选择“文件”>“存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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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注意:

注意:

新存储的照片将作为 TIFF 文件自动添加到 Lightroom 目录。

在 Photoshop 中作为图层打开照片

要想使用此功能，必须在计算机上安装 Photoshop CS3 10.0.1 或更高版本。说明适用于
Photoshop CS5。

1. 在“图库”或修改照片模块中，选择要编辑的两张或更多照片。

2. 选择“照片”>“在应用程序中编辑”>“在 Photoshop 中作为图层打开”。

Photoshop 将以图层文件的形式打开照片。

3. 在 Photoshop 中编辑图像，然后选择“文件”>“存储”。

新存储的照片将作为 TIFF 文件自动添加到 Lightroom 目录。

在 Photoshop 中将照片合并为全景图

要想使用此功能，必须在计算机上安装 Photoshop CS3 10.0.1 或更高版本。说明适用于
Photoshop CS5。

1. 在“图库”或修改照片模块中，选择要合并到全景图像的两张或更多照片。

2. 选择“照片”>“在应用程序中编辑”>“在 Photoshop 中合并到全景图”。

3. 在“Photomerge”对话框中，检查您的源照片并指定其它选项，然后单击“确定”。

Photoshop 会将照片合并为多层图像，添加图层蒙版来创建照片重叠的最佳混合效果。

4. 在 Photoshop 中，根据需要编辑全景图，然后选择“文件”>“存储”。

存储的全景图将作为 TIFF 文件自动添加到 Lightroom 目录。

您还可以通过有关在 Photoshop 中创建合成全景图像的教程，了解如何将单个帧汇集成一张无缝照片。

在 Photoshop 中将照片合并为 HDR

高动态范围 (HDR) 图像将以不同曝光度拍摄的多张照片合并在一起。HDR 图像允许您在单张照片中呈现某个场
景的一系列更大范围、更为真实的明暗区域。

通过有关使用 Photoshop 和 Lightroom 创建 HDR 图像的教程，了解如何汇集 HDR（高动态范围）合成图像的
单个帧。

Lightroom 中的“合并到 HDR”功能要求计算机上安装有 Photoshop 和 Camera Raw 的下列组合之一：

Photoshop CS3 10.0.1 和 Camera Raw 4.6 或更高版本

Photoshop CS4 和 Camera Raw 5.7 或更高版本

Photoshop CS5 和 Camera Raw 6.2

Photoshop CS6 和 Camera Raw 7.1

下列说明适用于 Photoshop CS5 和 CS6。

1. 在“图库”或修改照片模块中，选择要合并到 HDR 的两张或更多照片。

2. 选择“照片”>“在应用程序中编辑”>“在 Photoshop 中合并到 HDR Pro”。

3. 如果一张或多张照片缺少曝光元数据，请在“手动设置 EV”对话框中指定值。

4. 如果您计划色调映射 Lightroom 中的图像，请从 Photoshop“合并到 HDR Pro”对话框中
的“模式”菜单中选择“32 位”，并单击“确定”。（Lightroom 4.1 及更新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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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您也可以在“合并到 HDR Pro”对话框中色调映射图像，然后选择 32 位、16 位或 8
位模式。

Photoshop 会在一个 HDR 图像中将照片合并为背景图层。

5. 选择“文件”>“存储”。

存储的照片会自动添加到 Lightroom 目录。

在第三方图像处理应用程序中打开和编辑照片

1. 在图库模块或修改照片模块中，选择想要编辑的照片，然后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选择“照片”>“在应用程序中编辑”>“在 [应用程序名称] 中编辑”。

如果已创建外部编辑器预设，选择“照片”>“在应用程序中编辑”>“在 [预设名称] 中编
辑”。

如果是首次使用其它应用程序编辑，选择“照片”>“在应用程序中编辑”>“在其它应用程
序中编辑”。导航到并选择要使用的应用程序。一旦选择使用该应用程序编辑照片，该应用
程序的名称将添加到“在应用程序中编辑”命令。您始终可以在“外部编辑”首选项中选择其他
编辑应用程序。

2. 在“使用 编辑照片”对话框中，指定要使用的编辑选项，然后单击“编辑”。

Adobe 还建议
外部编辑首选项

编辑 HDR 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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幻灯片放映

此页面链接的部分内容可能仅以英文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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幻灯片放映模块的面板和工具

  Twitter™ 和 Facebook 帖子不在 Creative Commons 条款所涵盖的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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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幻灯片放映”模块中，要指定演示的幻灯片的照片和文本布局。

 
幻灯片放映模块 
A.“幻灯片编辑器”视图 B. 模板预览 C. 幻灯片放映模板和收藏夹 D. 回放控件 E.“旋转”和“添加文本”工具 F. 用于设置布局和回放选项的面板 

“幻灯片放映”模块包括以下面板：

预览

显示带缩览图预览的模板的布局。在模板名上移动指针会在“预览”中显示其页面布局。

模板浏览器

选择或预览照片的幻灯片布局。

收藏夹

显示目录中的收藏夹。

选项

确定照片如何显示在幻灯片布局中，以及是否有边框或投影。

布局

通过指定幻灯片模板中图像单元格的大小来自定页面布局。

叠加

指定在幻灯片中与照片一起显示的文本和其它对象。

背景

指定每个幻灯片上照片后的颜色或图像。

标题

为放映指定引言幻灯片和结束幻灯片。

回放

指定每个幻灯片在演示中的显示时间，幻灯片之间换片的持续时间，是否随幻灯片放映播放音乐，以及是否随机展示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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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幻灯片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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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幻灯片放映模板

指定照片如何填充幻灯片的图像单元格

向幻灯片放映图像添加边框或投影

设置幻灯片边距

设置幻灯片背景

旋转幻灯片

重新排列幻灯片顺序

创建自定幻灯片放映模板

将幻灯片放映设置存储为幻灯片放映收藏夹

选择幻灯片放映模板

使用幻灯片放映模板可以快速定义演示的外观和行为。模板指定了幻灯片是否具有边框、投影、文本、徽标以及每张照片后的颜色或图像。

Lightroom 随附多个模板，您可以从“模板浏览器”中进行选择。将指针移至“幻灯片放映”模块的“模板浏览器”中的模板名称上会在左侧面板的顶部显示
模板预览。

使用“幻灯片放映”模块右侧的面板中的各个控件，或通过移动“幻灯片编辑器”视图中的各元素，可以自定幻灯片放映模板中的设置。您可以将您的修改
存储为自义模板，该模板会显示在“模板浏览器”列表中。

预定义的幻灯片放映模板
题注和星级 使照片居中在灰色背景上，显示星级和题注元数据。

裁剪以填充 全屏显示照片。可能裁剪部分图像（特别是垂直的图像）以适应屏幕的长宽比。

默认 使照片居中在灰色背景上，显示星级、文件名和您的身份标识。

EXIF 元数据 使照片居中在黑色背景上，显示星级、EXIF 信息和您的身份标识。
宽屏 显示每张照片的完整画面，增加黑条来适应屏幕的长宽比。

预览和选择幻灯片放映模板
 在“幻灯片放映模板浏览器”中执行以下任一操作：

要预览某个模板，将指针放在模板名称上。模板预览会显示应用了模板选项的当前所选的幻灯片。

要选择某个模板，请单击模板名称。

指定照片如何填充幻灯片的图像单元格

默认情况下，幻灯片放映模板（除“裁剪以填充”以外）会缩放照片，以便整个图像填满幻灯片图像单元格。照片与图像单元格的长宽比不匹配的空间会
显示幻灯片背景。您可以设置选项，以便所有照片完全填满图像单元格的空间。选中该选项时，可能裁剪部分图像（特别是垂直的图像）以满足图像
单元格的长宽比。

 在“幻灯片放映”模块的“选项”面板中，选择“缩放以填充整个框”。

向幻灯片放映图像添加边框或投影

要使幻灯片放映中的照片与背景有鲜明对比，可各每张照片添加边框或投影。您的调整会显示在“幻灯片编辑器”视图中。

1. 在“幻灯片放映”模块的“模板浏览器”中，选择除“裁剪以填充”以外的任何幻灯片放映模板。
2. 在“选项”模板中，执行以下任一操作：

要添加边框，请选择“绘制边框”。单击右侧的颜色框，可打开“颜色”弹出窗口，并指定边框颜色。

要调整边框宽度，请拖动“宽度”滑块，或在滑块右侧的框中键入像素值。

要添加投影，请选择“投影”并使用控件以对其进行调整：

不透明度 设置阴影的明度或暗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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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移 设置阴影与图像的距离。

半径 设置阴影边缘的硬度或柔软度。

角度 设置投影的方向。转动旋钮，或移动滑块来调整阴影的角度。

设置幻灯片边距

“幻灯片放映”模块的“布局”面板中的控件会设置定义幻灯片模板中的图像单元格的边距。

1. 在“模板浏览器”中，选择除“裁剪以填充”以外的任何幻灯片放映模板，并在“布局”面板中执行以下任一操作：

要同时调整所有边距，并保持其相关比例，请确保选中“链接全部”框。

要独立于其它边距更改此边距的大小，请取消选择特定边距旁边的链接框。

用于从组合调整中增加或移除边距的选项

注： 选择“显示参考线”以显示边距边框。

2. 在“布局”面板中移动一个或多个滑块，或在“幻灯片编辑器”视图中拖动参考线。

在“幻灯片编辑器”视图中拖动参考线来调整布局边距。

设置幻灯片背景

您可以设置幻灯片背景色，或在整个幻灯片放映中使用背景图像。如果取消选取所有背景选项，则幻灯片背景是黑色的。

添加背景
1. 在“模板浏览器”中，选择除“裁剪以填充”以外的任何幻灯片放映模板。
2. 在“背景”面板中，选择以下选项的任意组合：
渐变色 在背景色和背景图像之上应用渐变色。从背景色渐变过渡到您在右侧的颜色框中设置的颜色（见下文）。

背景图像 使用从胶片显示窗格拖动到幻灯片背景的图像。使用“不透明度”滑块来调整图像的透明度，部分显示背景色。

背景色 使用您指定的背景色。单击右侧的颜色框，从“颜色”弹出窗口中选择一种颜色。

向幻灯片背景添加渐变色
1. 在“幻灯片放映”模块的“背景”面板中，选择“渐变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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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单击右侧的颜色框，并从“颜色”弹出窗口中选择一种颜色。
3. 指定颜色的外观：
不透明度 设置渐变色叠加的不透明度或透明度。

角度 将背景色或背景图像的渐变过渡的方向设置为渐变色。转动“角度”标度盘，移动滑块，或以度为单位输入值。

旋转幻灯片

可以将单个幻灯片旋转到所需的方向。

1. 在“幻灯片放映”模块中，导航到您要旋转的幻灯片。
2. 在 Lightroom 主菜单中，选择“幻灯片放映”>“逆时针旋转”或“顺时针旋转”。

重新排列幻灯片顺序

1. 在“图库”模块中，选择不包含作为幻灯片放映源的子文件夹的普通收藏夹或文件夹。在“文件夹”面板或“收藏夹”面板中进行选择。
要准确显示“图库”模块中所选文件夹中的内容，并确保您处于层级中最底层的文件夹中，请选择“文件夹”面板中的某个文件
夹，单击“图库”菜单，并确保“显示子文件夹中的文件夹”处于未选中状态。

2. 在“幻灯片放映”模块中，拖动胶片显示窗格中的照片，以重新排列它们。从缩览图的中心，而不是边缘拖动。

如果您已经选择智能收藏夹，或者在“图库”模块的“目录”面板中选择了“所有照片”或“上一次导入”，则不能通过拖动重新排序照片。

创建自定幻灯片放映模板

可以将您对颜色、布局、文本和输出设置所做的修改存储为自定幻灯片放映模板。进行存储后，自定模板列在模板浏览器中，供重复使用。您可以在
模板浏览器中创建新文件夹，以帮助组织模板。

存储自定幻灯片放映模板
1. 在“幻灯片放映”模块的“模板浏览器”中，选择您的自定模板所基于的模板，并修改布局。
2. 在“选项”、“布局”、“叠加”、“背景”和“回放”面板中指定所需的设置。
3. 单击“模板浏览器”面板中的加号 (+)。
4. 覆盖“未命名模板”来为自定模板命名，并为模板指定文件夹（例如“用户模板”）。

创建并组织模板文件夹
1. 右键单击 (Windows) 或者按住 Control 键单击 (Mac OS) 希望显示文件夹的区域，然后选择“新建文件夹”。
2. 键入文件夹的名称，然后单击“确定”。
3. 将模板拖动到一个文件夹名上，将此模板移到该文件夹。

如果将 Lightroom 预设模板拖动到其它文件夹，则此模板将复制到该文件夹。

更新自定模板
1. 根据需要修改颜色、布局、文本以及输出设置。
2. 在模板浏览器中右键单击 (Windows) 或按住 Control 键单击 (Mac OS)，然后选择“使用当前设置更新”。

删除自定模板
您不能删除 Lightroom 预设模板。

 执行以下任一操作：

右键单击 (Windows) 或按住 Control 键单击 (Mac OS) 模板浏览器中的模板，然后从上下文菜单中选择“删除”。

在“模板浏览器”中选择一个模板，然后单击“删除”按钮。

导入和导出模板
您可以将已经创建的模板导出，与同事共享或在另一台计算机上使用。模板以 .lrtemplate 扩展名存储。

要导出模板，请右键单击 (Windows) 或按住 Control 键单击 (Mac OS) 模板，然后选择“导出”。键入模板文件的名称，然后单
击“存储”。
要导入模板，请右键单击 (Windows) 或按住 Control 键单击 (Mac OS) 要显示模板的区域，然后选择“导入”。双击模板文件。

将幻灯片放映设置存储为幻灯片放映收藏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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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将幻灯片放映设置存储为幻灯片放映收藏夹时，可以将新照片添加到收藏夹中，它们会自动包括幻灯片放映设置。这不同于自定模板，自定模板包
括幻灯片放映选项，但不包含照片。幻灯片放映收藏夹将输出设置应用到收藏夹中的照片。

1. 在“图库”模块中，为幻灯片放映选择照片。
2. 在“幻灯片放映”模块中，选择模板，并在“选项”、“布局”、“叠加”、“背景”和“回放”面板中指定所需设置。
3. 在胶片显示窗格中，选择照片，以在幻灯片放映收藏夹中包括这些照片。
4. 单击“收藏夹”面板中的加号 (+) 并选择“创建幻灯片放映”。
5. 在“创建幻灯片放映”对话框中，键入您的幻灯片放映收藏夹的名称。从“设置”弹出菜单中选择收藏夹集，以将收藏夹添加到现有集
中，或者选择“无”。

6. 在“幻灯片放映”选项的下方，选中“包括选定的照片”。如果您希望在收藏夹中包括虚拟副本，而不是原始照片，请选择“新建虚拟
副本”。

7. 单击“创建”。

Lightroom 将幻灯片放映收藏夹添加到“收藏夹”面板，并为其指定幻灯片图标 。

更多帮助主题

法律声明   |   在线隐私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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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幻灯片添加叠加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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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幻灯片放映添加您的身份标识

在幻灯片放映中显示版权水印

在幻灯片放映中显示星级

向幻灯片添加文本和元数据

向幻灯片放映中的文本添加投影 (Mac OS)
在幻灯片中移动和旋转文本和其它对象

在幻灯片中缩放文本和其它对象

从幻灯片中移除文本和其它对象

向幻灯片放映添加您的身份标识

1. 在“幻灯片放映”模块的“叠加”面板中，选择“身份标识”。
2. 如需要，请执行以下任一操作：

要使用不同的身份标识，请单击“身份标识”预览，并从弹出菜单中选择。

要调整身份标识的不透明度或比例，请移动滑块或输入百分比值。

注： 您还可以通过在“幻灯片编辑器”视图中单击身份标识文本，并拖动边界框手柄来缩放身份标识。

要更改您的文本身份标识的原始颜色，请选择“覆盖颜色”，然后通过单击右侧的色板来选择新颜色。

要移动身份标识，请单击“幻灯片编辑器”视图中的身份标识文本，并在边界框内拖动。

要将身份标识移动到照片后，请选择“在图像后渲染”。

注： 确保模板布局允许足够的身份标识从照片后面显示出来。

在照片后显示身份标识

在幻灯片放映中显示版权水印

1. 在“幻灯片放映”模块的“叠加”面板中，选择“添加水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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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从弹出菜单中选择水印。

在幻灯片放映中显示星级

在幻灯片放映中可以显示在“图库”模块中为照片指定的星级。

1. 在“幻灯片放映”模块的“叠加”面板中，选择“星级”。
2. 单击右侧的颜色框，并从弹出窗口选择要用于星级的颜色。
3. 执行以下任一操作以更改星级的大小：

调整“比例”滑块，或输入“比例”百分比值。

单击“幻灯片编辑器”视图中的星级，并拖动边界框手柄之一。

4. 单击“幻灯片编辑器”视图中的星级，然后执行以下任一操作将其放在幻灯片布局中：

在边界框内部拖动。

单击工具栏中的“逆时针旋转”或“顺时针旋转”。

您移动星级时，边界框将其自身与图像边框上的点相接合。此行为允许星级在图像的旁边或其中以与图像边框的固定距离浮动，
与图像的大小或方向无关。

向幻灯片添加文本和元数据

您可以添加显示在所有幻灯片上的文本，也可以添加在各幻灯片上唯一的题注。例如，您可以显示应用到图像的星级，或者图像元数据中记录的题
注。

1. 在“幻灯片放映”模块的工具栏中，单击“ABC”。

“自定文本”弹出菜单和文本框显示在工具栏中。

2. 在工具栏中执行以下任一操作：

要创建在所有幻灯片上显示的文本，请在“自定文本”框中键入文本，并按 Enter 键 (Windows) 或 Return 键 (Mac OS)。

要为每个幻灯片显示各自特有的题注，请单击“自定文本”弹出菜单，然后选择一个元数据选项。

要使用“文本模板编辑器”来指定显示在每个幻灯片下方的文本，单击“自定文本”弹出菜单，并选择“编辑”。然后，选择令牌以
创建自定文本字符串。请参阅文件名模板编辑器和文本模板编辑器。

“叠加”面板中会自动选中“叠加文本”，文本和边界框会显示在“幻灯片编辑器”视图中。

3. 通过在“叠加”面板的“叠加文本”部分执行以下任一操作来设定文本的格式：

要选择文本颜色，请单击“叠加文本”右侧的颜色框，并从弹出窗口中选择一个文本颜色。

要调整文本不透明度，请拖动“不透明度”滑块或输入百分比值。

要选择字体，请单击字体名称旁边的三角形，并从弹出式菜单进行选择。

要选择字体样式，请单击样式名称旁边的三角形，并从弹出菜单中进行选择。

4. 执行以下任一操作，在“幻灯片编辑器”视图中放置或缩放文本或对象：

要调整文本的大小，请拖动边界框手柄之一。

要将文本移至特定位置，请在框内部拖动。

当您移动文本时，边界框将其自身与图像边框上的点相接合。此行为允许文本在图像的旁边或图像中以与边框的固定距离浮动，
与图像的大小或方向无关。

5. （可选）如果您要添加其它文本框，单击工具栏中的“ABC”，并指定文本选项。

根据需要添加多个文本框。

向幻灯片放映中的文本添加投影 (Mac OS)
1. 在“幻灯片放映”模块中，单击“幻灯片编辑器”视图中的文本。

文本处于选中状态，并会出现边界框。

2. 在“叠加”面板中，选择“阴影”。

在“幻灯片编辑器”视图中会显示使用默认值的投影预览。

3. 调整“阴影”选项：
不透明度 设置阴影的明度或暗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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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移 设置阴影与图像的距离。

半径 设置阴影边缘的硬度或柔软度。

角度 设置投影的方向。转动旋钮，或移动滑块来调整阴影的角度。

在幻灯片中移动和旋转文本和其它对象

在幻灯片放映模板布局中可以将所有文本元素、星级和身份标识移动到任何位置。在“幻灯片编辑器”视图中选择它们会显示边界框。边界框固定到图像
边界上的点，这允许文本或对象在图像的旁边或图像中以与图像边框的固定距离浮动，与图像的大小或方向无关。

1. 在“幻灯片放映”模块中，单击“幻灯片编辑器”视图中的文本、星级或身份标识来显示其边界框。
2. 执行以下任一操作：

将边界框拖动到您需要的位置。要将固定点设置到固定位置，请对其进行单击。固定后，固定点会变为黄色。

在工具栏中，单击“逆时针旋转”或“顺时针旋转”。

固定到单元格行的文本框

在幻灯片中缩放文本和其它对象

1. 在“幻灯片编辑器”视图中单击文本、星级或身份标识。
2. 拖动边界框手柄，以调整文本或对象的大小。

拖动边界框手柄，以调整文本或对象大小。

从幻灯片中移除文本和其它对象

您可以从幻灯片布局中移除文本。您还可以暂时关闭叠加文本，使其不再显示在幻灯片放映中。暂时关闭文本使您可以通过重新打开叠加文本来使其
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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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执行以下任一操作：

要永久地从幻灯片布局中移除文本，请单击“幻灯片编辑器”视图中的文本或对象将其选中，然后按 Delete 键。

要关闭文本可见性，请在“叠加”面板中取消选择“叠加文本”。

注： 取消选取“叠加文本”不会关闭身份标识或星级的可见性。

要关闭您的身份标识或星级的可见性，请在“叠加”面板中取消选择“身份标识”或“星级”，或在“幻灯片编辑器”视图中选择对象，并按
Delete 键。您始终可以通过在“叠加”面板中选择选项，将您的身份标识或星级恢复到幻灯片布局。

更多帮助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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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放和导出幻灯片

转到页首

转到页首

转到页首

设置幻灯片和换片持续时间

添加开始幻灯片和结束幻灯片

播放带幻灯片放映的音乐

随机播放幻灯片

预览幻灯片放映

播放幻灯片放映

播放即席幻灯片放映

导出幻灯片放映

设置幻灯片和换片持续时间

回放设置不适用于导出的 PDF 幻灯片放映。在 PDF 幻灯片放映中，幻灯片持续时间和渐隐换片时间是固定的。

在“幻灯片放映”模块的“回放”面板中，确保选中“幻灯片持续时间”。然后，调整滑块或为以下选项输入值：

幻灯片

设置显示每张照片的时间（以秒为单位）。

渐隐

设置幻灯片之间渐隐换片的时间（以秒为单位）。

要在幻灯片之间创建一个从渐隐到纯色的过渡，请选择“渐隐色”选项，然后单击颜色框，并从弹出窗口选择一个颜色。

添加开始幻灯片和结束幻灯片

您可以在幻灯片放映的开始和结束添加纯色的幻灯片，从而在演示中实现渐变过渡。您可以在幻灯片上显示您的身份标识。

1. 在“幻灯片放映”模块的“标题”面板中，选择“介绍屏幕”和“结束屏幕”选项。

2. 对于每种类型的幻灯片，指定以下选项：

单击颜色框以从弹出窗口指定幻灯片颜色。

选择“添加身份标识”以在幻灯片上显示您的身份标识。默认情况下，身份标识是白色的。

要更改身份标识的颜色，请选择“覆盖颜色”，然后单击颜色框，并从弹出窗口中选择新颜色。

要调整身份标识的大小，请拖动“比例”滑块或键入一个值。

播放带幻灯片放映的音乐

Lightroom 可以播放任何 .mp3、.m4a 或 .m4b 音乐文件，以作为幻灯片放映的音轨。在 Lightroom 中观看幻灯片放映或作为视频导出时播放音乐。在
导出的 PDF 幻灯片放映中不播放音乐。

1. 在“幻灯片放映”模块的“回放”面板中，选择“音轨”。

2. 单击“选择音乐”，然后导航到您要使用的音乐文件。

3. （可选）单击“按音乐调整”，可将幻灯片放映的持续时间调整为音频轨道的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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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右键

向左键

空格键

Escape

转到页首

注意:

向右键

向左键

随机播放幻灯片

在 Lightroom 中播放幻灯片放映或导出到视频时，选择“随机顺序”可以按照随机的顺序播放幻灯片。取消选择此选项会将幻灯片恢复为您最初设置的顺
序。

在“幻灯片放映”模块的“回放”面板中，选择“随机顺序”。

预览幻灯片放映

在“幻灯片编辑器”视图中构建幻灯片放映时，可以对其进行预览。

使用工具栏中的控件对幻灯片放映执行停止 、显示上一张幻灯片 、显示下一张幻灯片  或播放/暂停  操作。

播放幻灯片放映

您可以在 Lightroom 中播放幻灯片放映。您播放时，演示会充满计算机屏幕。

1. 单击“幻灯片放映”模块的右边面板底部的“播放”。

2. 使用以下键可覆盖回放设置。

前进到下一张幻灯片。

返回到上一张幻灯片。

暂停或恢复回放。

结束幻灯片放映。

3. 要使您的幻灯片放映不间断地回放，请在“回放”面板中选择“重复”。

播放即席幻灯片放映

即席幻灯片放映是您可以在任何 Lightroom 模块中快速播放的全屏幻灯片放映。即席幻灯片放映使用“幻灯片放映”模块中的当前模板和设置。

1. 在任何模块中，显示您要在胶片显示窗格显示的照片。

如果您要显示胶片显示窗格中的部分照片，而不是所有照片，请选择您需要的照片。

2. 按 Ctrl-Enter (Windows)，或 Command-Return (Mac OS) 组合键可以开始即席幻灯片放映。

您还可以通过从 Lightroom 的主菜单中选择“窗口”>“即席幻灯片放映”来播放即席幻灯片放映。

3. 通过使用以下键覆盖当前的“持续时间”设置：

前进到下一张幻灯片。

返回到上一张幻灯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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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格键

Escape

转到页首

品质

宽度和高度

通用尺寸

自动显示全屏模式

品质

暂停和恢复幻灯片放映的播放。

结束幻灯片放映。

导出幻灯片放映

将幻灯片放映导出为 PDF

您可以将幻灯片放映导出为 PDF 文件，以便在其他计算机上进行查看。在使用 Adobe Acrobat® 或免费的 Adobe Reader® 进行查看时，会执行 PDF
幻灯片放映过渡。导出的 PDF 幻灯片放映不包括您在 Lightroom 中指定的音乐、随机形成的图像或持续时间设置。

1. 在“幻灯片放映”模块中，单击左下角的“导出为 PDF”。

2. 在“将幻灯片放映导出为 PDF 格式”对话框中，在“文件名”(Windows) 或“另存为”(Mac OS) 框中，键入幻灯片放映的名称。

3. 导航到某位置并选择它，以存储 PDF 文件。

4. 设置以下选项：

以指定的 JPEG 品质设置渲染每个幻灯片。品质低的幻灯片会产生更小的幻灯片放映文件大小。拖动“品质”滑块，或输入从
0 到 100（100 表示最高品质，0 表示最低品质）的数值。

注意：照片嵌入在 sRGB 配置文件中。

指定幻灯片放映的像素尺寸。Lightroom 会调整幻灯片的大小以适合尺寸，但不会裁剪或更改幻灯片的长宽比。您的
计算机显示器的像素尺寸是默认大小。

指定幻灯片放映的通用尺寸（如 640 x 480），并在“宽度”和“高度”字段中输入这些值。屏幕应用您的显示器的尺寸。

以显示幻灯片放映的屏幕的全屏尺寸显示幻灯片。通过 Adobe Reader 或 Adobe Acrobat 播放幻灯片放映
时，执行全屏选项。

5. 单击“存储”(Windows) 或“导出”(Mac OS)。

将幻灯片导出为 JPEG 格式

您可以将幻灯片放映导出为可与客户或其他人员共享的一系列 JPEG 文件。每个 JPEG 文件都包括幻灯片的布局、背景和单元格选项。不导出换片或
回放选项。

1. 在“幻灯片放映”模块中，按 Alt (Windows) 或 Option (Mac OS)，然后单击左下角的“导出为 JPEG”按钮。

2. 在“将幻灯片放映导出为 JPEG”对话框中，在“文件名”(Windows) 或“另存为”(Mac OS) 框中，键入幻灯片放映的名称。此名称用于
包含 JPEG 图像的文件夹。JPEG 图像的文件名由您指定的文件名、序列号和 .jpeg 文件扩展名构成。

3. 导航到位置并进行，以存储包含 JPEG 图像的文件夹。

4. 设置以下选项：

以指定的品质设置渲染每个 JPEG。较低品质图像会产生较小的文件大小。拖动“品质”滑块，或输入从 0 到 100（100 表示
最高品质，0 表示最低品质）的数值。

注意：照片嵌入在 sRGB 配置文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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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度和高度

通用尺寸

指定导出的 JPEG 文件的像素尺寸。Lightroom 会调整幻灯片的大小以适合尺寸，但不裁剪或更改幻灯片的长宽比。
您的计算机显示器的像素尺寸是默认大小。

指定文件的通用尺寸（如 640 x 480），并且在“宽度”和“高度”字段中输入这些值。屏幕应用您的显示器的尺寸。

5. 单击“存储”(Windows) 或“导出”(Mac OS)。

将幻灯片放映导出为视频

您可以将作为幻灯片放映导出为可在其他计算机上观看的视频文件。Lightroom 将视频幻灯片放映连同其幻灯片布局、音轨和其他回放选项一起存储为
H.264 MPEG-4 文件。

1. 在“幻灯片放映”模块中，单击左下的“导出视频”。

2. 在“将幻灯片放映导出为视频”对话框中，输入文件名，并选择您要存储视频的位置。

3. 选择“视频预设”来确定像素大小和帧速率。使用对话框中的说明来帮助您选择。

4. 单击“存储”(Windows) 或“导出”(Mac 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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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印照片

此页面链接的部分内容可能仅以英文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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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印模块基础知识

转到页首

预览

模板浏览器

收藏夹

布局样式

图像设置

布局

参考线

标尺、网格和参考线

打印模块面板和工具

在打印模块中查看不同页面

选择打印机和纸张尺寸

在打印模块中，可以指定在打印机上打印照片和照片小样时使用的页面布局和打印选项。

打印模块

A. 模板浏览器和收藏夹面板 B. “显示上一页”和“显示下一页”按钮 C. 页码 D. 用于指定布局和输出选项的面板 

打印模块面板和工具

打印模块包括以下面板：

显示模板的布局。在“模板浏览器”中的模板名上移动指针时，“预览”面板中将显示该模板的页面布局。

选择或预览用于打印照片的布局。模板按文件夹进行组织，这些文件夹包括 Lightroom 预设和用户定义的模板。

显示目录中的收藏夹。

指出选定的模板是“单个图像/照片小样”、“图片包”还是“自定图片包”布局。使用“单个图像/照片小样”布局能够以相同大小打印一张或多张照
片。使用“图片包”布局能够以各种大小打印一张照片。使用“自定图片包”布局能够以多种大小打印多张照片。

确定照片在页面布局中填充单元格的方式。

（“单个图像/照片小样”布局）指定在网格页面布局中的边距、行数和列数以及单元格大小。

（“单个图像/照片小样”布局）在网格页面布局中显示标尺、出血、边距、图像单元格以及尺寸。

（“图片包”和“自定图片包”布局）确定是否显示标尺、页面网格和出血以及显示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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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面

打印作业

转到页首

转到页首

注意:

注意:

注意:

（“图片包”和“自定图片包”布局）向布局添加单元格和页面。

指定随照片打印的文本和其他项目。

指定打印分辨率、色彩管理以及锐化程度。

在打印模块中查看不同页面

当打印作业有多个页面时，您可以快速地导航到不同页面。

在打印模块中打开多页打印作业后，在工具栏中执行以下任一操作：

要向前或向后翻阅到不同的页面，请单击向左或向右导航箭头。

要返回第一页，请单击“显示第一页”图标 。

要快速地向前和向后移动到不同页面，请跨页码框（在工具栏的右侧）拖动指针。

要移动到特定页，请双击工具栏中的页码，并在“转到页面”对话框中键入页码。

选择打印机和纸张尺寸

打印模块带有用于打开“打印设置”对话框 (Windows) 或“页面设置”对话框 (Mac OS) 的按钮（以便设置打印方向和纸张尺寸），以及用于打开“打印设
置”对话框 (Windows) 或“打印”对话框 (Mac OS) 的按钮（以便选择打印机并指定打印机驱动程序设置）。

选择纸张尺寸

1. 在打印模块中，单击窗口左下角的“页面设置”按钮。

2. 在“打印设置”对话框 (Windows) 或“页面设置”对话框 (Mac OS) 中，从“名称”(Windows) 或“格式”(Mac OS) 菜单中选择打印机。

(Mac OS) 如果要将页面设置的各项设置应用于计算机使用的所有打印机，请从“格式”菜单中选择“任何打印机”。

3. 从“大小”(Windows) 或“纸张尺寸”(Mac OS) 菜单中选择纸张尺寸。

4. 选择方向。

虽然可以在打印机的“高级选项”对话框 (Windows) 或“页面设置”对话框 (Mac OS) 中设置“比例”值，但最好将其保留为
100%。在这些打印机对话框中更改比例时，将对您在 Lightroom 中设置的任何比例应用另一项比例调整操作，这样您的照片可能
不能按预期的尺寸打印。

选择打印机

1. 在打印模块中，单击“打印设置”按钮。

2. 选择打印机并指定设置：

(Windows) 在“打印设置”对话框中，从“名称”菜单中选择打印机，单击“属性”，然后单击“高级”按钮，可在“高级选项”对话框中
指定打印机设置。

(Mac OS) 在“打印”对话框中，选择打印机，然后指定打印机设置。使用“预设”菜单下的弹出菜单可选择要设置的选项。

(Mac OS) 如果要将打印机设置另存为预设，在单击“存储”之前，请从“预设”菜单中选择“另存为”。一台打印机可以有多个预
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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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印”模块布局和模板

转到页首

单个图像/照片小样

图片包

自定图片包

在打印模板中设计照片布局

打印叠加文本和图形

使用自定打印模板

在打印模板中设计照片布局

关于打印模板

模板包含用于打印照片的布局，其中包括任何叠加文本和打印作业设置。打印模块中的 Lightroom 模板浏览器包含常用任务（例如制作照片小样）的
预制模板。模板浏览器还列出您已经存储的自定模板。在模板浏览器中将指针移动到名称上时，左列顶端的“预览”面板中将显示其页面布局。单击模板
名称时，将在工作区中显示选定照片的预览。选择不同模板或指定不同打印选项（例如添加叠加文本）时，预览将更新。

Lightroom 提供了三种类型的布局模板：

“单个图像/照片小样”模板允许您以不同配置打印尺寸相同的一张或多张照片（例如打印两折贺卡）。

“图片包”模板允许您以多种尺寸打印一张照片，例如学校的照片和婚礼相册。

“自定图片包”模板允许您以任何配置打印各种尺寸的多张照片。

所有模板都带有包含照片和边距信息的图像单元格。如果指定叠加选项，模板也可以包含文本区域。模板中的图像单元格和边距可根据所指定的纸张
尺寸进行调整。

包括纸张尺寸和打印机在内的打印作业设置也存储在打印模板中。

您可以通过修改现有模板的设置来创建新模板。选择模板，使用右侧面板中的控件，在工具栏中指定纸张尺寸和打印机设置，然后添加自定模板。也
可以通过拖动边距参考线或单元格边界，修改模板中的图像单元格。布局设置修改、叠加和打印作业规范可以存储为自定模板。

选择打印模板

1. 在图库模块中，选择要打印的一张或多张照片。

2. 在打印模块的“模板浏览器”面板中，选择模板。“布局样式”面板将指示模板的布局：

允许您在一个页面上以相同大小打印一张或多张照片。

允许您在一个页面上以不同大小打印一张照片。

允许您在一个页面上以任意大小配置打印一张或多张照片，并允许多种页面布局。

3. （“自定图片包”模板）将一张或多张照片从胶片显示窗格拖动到页面预览。

指定照片填充图像单元格的方式

可以指定缩放和旋转照片，使其整个图像在图像单元格内。照片与图像单元格长宽比不匹配的区域由空白填充。您也可以设置选项，使照片完全填充
图像单元格内的空间。选择此选项后，照片（特别垂直图像）的各部分可能被裁剪，以满足图像单元格的长宽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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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放以填充

旋转以适合

每页重复一张照片

照片边框

内侧描边

在“打印”模块的“图像设置”面板中，根据所使用的布局选择下列任何选项：

（“单个图像/照片小样”和“图片包”布局）使用照片填充整个图像单元格，必要时裁剪图像的边缘。

（“单个图像/照片小样”和“图片包”布局）必要时旋转图像，以生成适合每个图像单元格的最大图像。

图像设置

A. 未应用图像设置的照片 B. 缩放以填充 C. 旋转以适合 

小提示：如果图像单元格没有显示您想要的照片部分，请拖动单元格中的照片将其重新定位。在“图片包”布局中，按住 Ctrl 键
(Windows) 或 Command 键 (Mac OS) 拖动。

拖动图像单元格中的照片将其重新定位。

（“单个图像/照片小样”布局）在“网格”模板布局中页面上的每个图像单元格中重复选定的照片。

（“图片包”和“自定图片包”布局）将指定宽度的边框添加到每个图像单元格中的照片。

（所有布局）将指定宽度和颜色的内侧描边添加到每个图像单元格中的照片。

指定标尺和参考线

（“单个图像/照片小样”布局）在打印模块的“参考线”面板中，选择或取消选择“显示参考线”。指定是显示还是隐藏标尺、页面出血
参考线、边距与装订线以及图像单元格。

（“图片包”和“自定图片包”布局）在“标尺、网格和参考线”面板中，选择是否要查看页面标尺、布局网格或页面出血参考线。指定
标尺的度量单位、网格的对齐行为，以及是否使用出血布局显示图像尺寸。

修改页面边距和单元格大小（“单个图像/照片小样”布局）

1. 在“参考线”面板中，选择“显示参考线”并执行以下任一操作：

在工作区中拖动参考线，以修改单元格或边距。

使用滑块或在“布局”面板中输入值。

选择“保持正方形”，使图像的单元格形状为正方形。

2. 在“布局”面板中，指定下列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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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尺单位

边距

页面网格

单元格间隔

单元格大小

注意:

新建页面

自动布局

设置工作区中所用的标尺度量单位。

设置页面边距。所有单元格在边距范围内。移动滑块，输入边距值，或在工作区中拖动边距指示符。

定义页面上图像单元格的行数和列数。

定义单元格行和列之间的间距。

定义图像单元格的大小。

边距和参考线

A. 垂直单元格间隔 B. 单元格宽度 C. 边距 D. 单元格高度 E. 水平单元格间隔 

打印照片小样

1. 在图库模块中，为照片小样选择照片。

照片可以放入“快捷收藏夹”中，您也可以创建收藏夹来存储照片选择项以便重复使用。

2. 在打印模块中，从模板浏览器中选择照片小样模板。

3. 必要时，选择纸张尺寸和打印机。

4. 在“页面”面板中，选择要打印的文本选项。

5. （可选）在“打印作业”面板中，选择“草稿模式打印”。

6. 单击“打印”。

自定图片包布局

您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在“图片包”或“自定图片包”布局中添加任意多个图像单元格，并自动或手动在页面上进行排列。Lightroom 提供六种标准照片单
元格大小。如果添加的照片在页面中放不下，Lightroom 自动将页面添加到布局中。

1. 在“单元格”面板中，通过单击在布局中添加所需大小的单元格。Lightroom 将优化这些单元格在页面上的放置，以使剪切部分最
少。

按住 Alt 键 (Windows) 或按住 Option 键 (Mac OS) 拖移，可复制单元格。

2. （可选）拖动页面上的图像单元格，以重新进行排列。

3. （可选）要调整单元格的大小，请在工作区中选择单元格，并从一侧或一角拖动手柄。或者在“单元格”面板的“调整选定单元格”区
域中，调整高度或宽度滑块。

4. 在“单元格”面板中选择任何下列选项：

将页面添加到布局中。

（“图片包”布局）优化页面上照片的排列，使剪切部分最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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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除布局

注意:

转到页首

注意:

注意:

擦除页面布局。

要删除页面，请单击工作区中页面左上角的红色 X 号。

您可以将自定图片包布局另存为自定打印模板。

打印叠加文本和图形

打印身份标识

1. 在打印模块的“页面”面板中，选择“身份标识”。

2. （可选）要选择或创建不同的身份标识，单击身份标识预览窗口右下角的三角形，然后从弹出菜单中选择。请参阅个性化身份标
识和模块按钮。

3. 要调整身份标识的不透明度或比例，请移动滑块或输入百分比值。

您也可以通过单击工作区中的身份标识文本并拖动边界框的一侧或一角来缩放身份标识。

4. 要旋转身份标识，请单击“旋转”按钮 (0°)，并选择“在屏幕上旋转 90°”、“在屏幕上旋转 180°”或“在屏幕上旋转 -90°”。

5. 要移动身份标识，请将其拖动或按向上键、向下键、向左键及向右键。

6. 要使身份标识出现在多照片模板中的每个照片上，请选择“在每幅图像上渲染”。身份标识位于每张照片的中心，并且可以使用“叠
加”面板中的控件进行缩放或旋转。

7. 要使身份标识文本显示在照片后面，请选择“在图像后渲染”。

确保模板布局允许足够的身份标识从照片后面显示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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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单个图像/照片小样”布局中打印边框

1. 在“图像设置”面板中，选择“绘制边框”。

2. （可选）请执行下列操作之一：

要更改边框颜色，请单击颜色色板，并在打开的颜色弹出窗口中选择颜色。

要调整边框的宽度，请拖动“宽度”滑块。

在“图片包”和“自定图片包”布局中打印边框和描边

1. 在“图像设置”面板中，选择“照片边框”。

2. （可选）要调整边框的宽度，请拖动“宽度”滑块。

3. 选择“内侧描边”将内侧描边添加到边框。

4. （可选）请执行下列操作之一：

要更改内侧描边颜色，请单击颜色色板，并在打开的弹出窗口中选择颜色。

要调整描边的宽度，请拖动“宽度”滑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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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注

自定文本

日期

器材

曝光度

文件名

序列

标题

编辑

页码

页面信息

裁剪标记

打印彩色背景

在“页面”面板中，选择“页面背景色”，然后单击颜色色板并选择颜色。

打印带版权水印的照片

在“页面”面板中，选择“添加水印”并从弹出菜单中选择水印。

打印文件名、题注和其它信息（“单个图像/照片小样”布局）

您可以在“单个图像/照片小样”照片布局上打印照片的相关信息（如文件名、标题、题注以及关键字）。信息取自您在图库模块中输入的元数据。信息
打印在每张照片下面。另请参阅查看和编辑元数据。

1. 在“页面”面板中，选择“照片信息”，然后单击“自定设置”并选择以下选项之一：

打印照片题注。

打印键入“自定文本”框中的文本。

打印照片的创建日期。

打印用于拍摄照片的相机和镜头的相关信息。

打印快门速度和光圈大小信息。

打印照片文件的名称。

根据所打印的照片数在照片上打印不同的序号。例如，如果您已经选择打印九张照片，则序号为 1/9、2/9、3/9，依此类
推。

打印照片标题。

显示使用“文本模板编辑器”对话框指定的照片信息。

2. 单击“字体大小”右侧的三角形，并从弹出菜单中选择大小（磅）。

打印页码、打印信息和裁剪标记（“单个图像/照片小样”布局）

您可以在“单个图像/照片小样”布局的底部添加页码、打印信息和裁剪标记。

在“打印”模块的“页面”面板中，选择“页面选项”，然后选择以下任何项目：

在每页的右下角打印页码。

在每页的底部打印“打印锐化”设置、配置文件设置和打印机名称。

在每张照片周围打印裁剪标记，用作打印后的裁切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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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到页首

显示裁切线（“图片包”和“自定图片包”布局）

在“页面”面板中，选择“裁切线”，然后选择在预览区域中是否查看直线或裁剪标记。

使用自定打印模板

存储自定模板时，将保留您对图像单元格和边距所做的任何修改，以及您已经指定的任何叠加和打印设置。存储自定模板后，自定模板列在模板浏览
器中，供重复使用。您可以在模板浏览器中创建新文件夹，以帮助组织模板。

存储自定打印模板

1. 在打印模块的模板浏览器中，选择用于创建自定模板的任何基础模板。

2. 修改布局，并指定打印模块右侧面板中的选项。

3. 单击打印模块中模板浏览器的加号 (+) 图标。

4. 覆盖“未命名模板”来为自定模板命名，并为模板指定文件夹（例如“用户模板”）。

创建并组织模板文件夹

1. 在模板浏览器中右键单击 (Windows) 或按住 Control 键单击 (Mac OS)，然后选择“新建文件夹”。

2. 键入文件夹的名称，然后单击“确定”。

3. 将模板拖动到一个文件夹名上，将此模板移到该文件夹。

如果将 Lightroom 预设模板拖动到其它文件夹，则此模板将复制到该文件夹。

更新自定模板

1. 根据需要修改颜色、布局、文本以及输出设置。

2. 在模板浏览器中右键单击 (Windows) 或按住 Control 键单击 (Mac OS)，然后选择“使用当前设置更新”。

删除自定模板

您不能删除 Lightroom 预设模板。

执行以下任一操作：

右键单击 (Windows) 或按住 Control 键单击 (Mac OS) 模板浏览器中的模板，然后从上下文菜单中选择“删除”。

在模板浏览器中选择模板，然后单击减号 (-) 图标。

导入和导出模板

您可以将已经创建的模板导出，与同事共享或在另一台计算机上使用。模板以 .lrtemplate 扩展名存储。

要导出模板，请右键单击 (Windows) 或按住 Control 键单击 (Mac OS) 模板，然后选择“导出”。键入模板文件的名称，然后单
击“存储”。
要导入模板，请右键单击 (Windows) 或按住 Control 键单击 (Mac OS) 要显示模板的区域，然后选择“导入”。双击模板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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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obe 支持 >
Adobe Photoshop Lightroom
> 使用打印作业选项和设置

使用打印作业选项和设置
搜索

Adobe Photoshop Lightroom 用户指南
>

在此页面上

指定“打印作业”面板中的选项
将打印设置另存为打印收藏夹

适用于: Adobe Photoshop Lightroom

指定“打印作业”面板中的选项

以草稿模式打印

您可以使用“草稿模式打印”来打印照片小样和照片的快速草稿。在此模式下，Lightroom 在打印时将使用缓存的照片预览。如果您选择未完全缓存的
照片并使用“草稿模式打印”进行打印，Lightroom 将这些照片的缩略图数据发送到打印机，这些照片的打印质量可能不是您预期的质量。使用“草稿模
式打印”时，锐化和色彩管理控件不可用。

在打印模块的“打印作业”面板中，选择“草稿模式打印”。

打印为 JPEG

在打印模块中，您可以将照片另存为 JPEG 文件，以便与打印服务提供商共享。打印为 JPEG 格式时，Lightroom 允许您选择分辨率，应用打印锐化，
并设置压缩品质。您也可以指定文件的尺寸，并应用 RGB ICC 配置文件和渲染方法。

Printing multiple images to a single JPEG image

Printing multiple images to a single JPEG image
在 Lightroom CC 中，了解如何快速将多个图像打印为一个 JPEG 文件并联机发布。
Julieanne Kost. Principal Evangelist, Photoshop and Lightroom

1. 在打印模块中的“打印作业”面板中，选择打印到 > JPEG 文件。

2. 在“文件分辨率”框中指定 72 ppi 和 600 ppi 之间的分辨率。

3. 指定所需的“打印锐化”值：低、中或高。

4. 使用“JPEG 品质”滑块指定压缩量。JPEG 采用有损压缩，即放弃部分数据，减少文件大小。拖动滑块或输入介于 0 到 100 之间的值。

5. 选择“自定文件尺寸”并在宽度和高度字段中输入值，以指定自定文件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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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指定色彩管理选项。

设置打印分辨率

在打印模块中，“打印分辨率”设置指定打印机的照片每英寸像素 (ppi)。如果需要，Lightroom 将根据打印分辨率和打印尺寸对图像数据重新取
样。240 ppi 的默认值适用于大多数打印作业，其中包括高端喷墨打印。请参阅打印机文档来确定最佳分辨率。

在打印模块的“打印作业”面板中，执行以下任一操作：

要控制打印分辨率，请选择打印分辨率并在必要时指定其他值。

要使用照片的原始分辨率（只要其不低于 72 ppi 或高于 720 ppi），请取消选择打印分辨率。

锐化照片以备打印

“打印锐化”功能允许您在将图像发送到打印机之前对其进行锐化处理。除在修改照片模块中应用的任何锐化处理外，还将执行打印锐化处理。自动应
用的打印锐化量基于文件的输出分辨率和输出媒体。启用“草稿模式打印”时，将禁用“打印锐化”。在大多数情况下，可以将“打印锐化”设置为其默认选
项“低”。

在打印模块的“打印作业”面板中，执行以下任一操作：

（可选）选择打印锐化并使用右侧的弹出菜单指定“低”、“标准”或“高”锐化。然后，指定是打印到“亚光纸”还是“高光纸”介质。“亚光纸”包
括水彩、画布和其它非光泽类型的纸张。“高光纸”包括光泽、半光泽、光泽照片以及其它光泽类型的纸张。

注意:

在“打印作业”面板中指定的纸张类型用于计算打印锐化。一些打印机驱动程序也可能在“打印”对话框中包括纸张类型选项，这些选项必须单独指
定。

如果您不希望在打印模块中应用任何锐化，请取消选择打印锐化。在“修改照片”模块中已应用的锐化产生所需效果时，该选项非常有用。

打印 16 位颜色

在“打印作业”面板中，如果在 Mac OS 10.5 (Leopard) 或更高版本中打印到 16 位打印机，请选择 16 位输出。

注意:

如果选择“16 位输出”，并打印到不支持该功能的打印机，则打印性能将放慢，但是质量不受影响。

设置打印色彩管理

可以指定 Lightroom 或打印机驱动程序在打印期间是否处理色彩管理。如果要使用为特定打印机和纸张组合创建的自定打印机颜色配置文
件，Lightroom 将处理色彩管理。否则，将由打印机进行管理。如果启用“草稿模式打印”，则打印机自动处理色彩管理。

注意:

自定打印机颜色配置文件通常使用生成配置文件的特殊设备和软件创建。如果计算机上未安装打印机颜色配置文件，或者如果 Lightroom 无法找到这
些文件，则“由打印机管理”和“其它”是“打印作业”面板“配置文件”区域中仅有的可用选项。

1. 在“打印作业”面板的“色彩管理”区域中，从“配置文件”弹出菜单中选择以下选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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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在将图像发送到打印机之前使用打印机颜色配置文件转换图像，请选择菜单中所列的特定 RGB 配置文件。

注意:

如果在 Lightroom 中选择自定打印机颜色配置文件，请确保在打印机驱动程序软件中关闭色彩管理功能。否则，您的照片将进行两次颜色转换，
且颜色可能不会按预期进行打印。有关在驱动程序软件中关闭色彩管理的说明，请参阅打印机文档。Lightroom 不识别 CMYK 打印机配置文件。

要在不首先根据配置文件转换图像的情况下，将图像数据发送到打印机驱动程序，请选择由打印机管理。

 

要选择在“配置文件”弹出菜单中显示的打印机配置文件，请选择其他，然后在“选择配置文件”对话框中选择颜色配置文件。

 

注意:

通常，如果“配置文件”弹出菜单中未列出配置文件，或者未列出您需要的配置文件，您将选择该选项。Lightroom 将尝试在计算机上查找自定打
印配置文件。如果找不到任何配置文件，将选择“由打印机管理”，并允许打印机驱动程序处理打印颜色管理。

2. 如果您指定配置文件，请选择一种渲染方法，以指定颜色从图像色彩空间转换为打印机色彩空间的方式：

可感知

可感知渲染将尝试保持颜色之间的视觉关系。溢色颜色转换为可重现颜色时，色域内的颜色可能会发生改变。当您的图像中带有许多溢色颜色
时，可感知渲染是一项好的选择。

相对

相对渲染将保留所有色域内颜色并将溢色颜色转换为最接近的可重现颜色。“相对”选项将保留更多的原始颜色，当您拥有较少的溢色颜色时，此
选项是一项好的选择。

注意:

打印机的色彩空间通常小于图像的色彩空间，常常导致颜色无法重现。所选的渲染方法将尝试补偿这些溢色颜色。

3. （可选）要在打印时获得更接近 Lightroom 中屏幕所呈现的明亮而饱和的颜色，请选择打印调整。然后，拖动“亮度”和“对比度”滑块。

注意:

拖动“亮度”和“对比度”滑块时，将产生色调曲线调整。这些调整不在屏幕上预览。确定最适合单张照片和特定打印机的设置时，可能需要进行一
些实验。

将打印设置另存为打印收藏夹

在将打印设置另存为打印收藏夹时，可以将新照片添加到收藏夹中，这些照片将自动包括打印设置。这不同于自定模板，自定模板中包括输出选项，
但是没有照片。打印收藏夹可以将打印设置应用于收藏夹中的照片。

1. 在图库模块中，选择要打印的照片。

2. 在打印模块中，选择模板，并在模块右侧的面板中指定需要的设置。

3. 在胶片显示窗格中，选择照片，以在输出创建中包括这些照片。

4. 单击“收藏夹”面板中的加号图标 (+) 并选择创建打印。

5. 在“创建打印”对话框中键入打印收藏夹的名称。从“设置”弹出菜单中选择收藏夹集，以将收藏夹添加到现有集中，或者选择无。

6. 在“打印选项”下，选择包括选定的照片（照片小样）或包括参照的照片（图片包）。如果您希望在输出创建中包括虚拟副本，而不是原始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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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选择新建虚拟副本。

7. 单击创建。

Lightroom 将打印收藏夹添加到“收藏夹”面板中，并为其分配一个页面布局图标 。

更多此类内容

收藏夹类型
创建虚拟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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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画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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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照片画册 | Lightroom 3, 4

默认照片缩放

新建画册时自动填充

文本框填充为

注意:

将题注锁定于安全文本区

通过画册模块，您可以设计照片画册并将其上载到按需打印网站 Blurb.com。您还可以将画册存储为 Adobe
PDF 或单个 JPEG 文件。

“画册”模块

A. “预览”和“收藏夹”面板 B. “将书籍导出为 PDF”按钮 C. “书籍设置”和布局自定义面板 D. “将画册发送到
Blurb”按钮 E. “多页视图”、“跨页视图”和“单页视图”按钮 F. 选定页面 

要设计画册，请执行以下步骤。

1. 指定默认画册布局行为。在画册模块中，选择“画册”>“画册首选项”。

在单元格中添加照片时，将自动缩放照片以填充或缩放到合适大小。您可以
通过在预览区域中右键单击 (Windows) 或按住 Control 键并单击 (Mac OS）照片并将“缩放
照片以填满单元格”切换为启用或禁用，来覆盖首选项。

在开始创建新画册时，将以当前“自动布局”预设使用胶片显示窗格中
的照片自动添加页面。

对于包括文本框的布局，可以在这些文本框中自动填充照片的“标题”或“题
注”元数据。“填充文本”选项可在字段中显示占位符，以帮助您检查是否缺少标题或题注。

要查看填充文本，请在“参考线”面板中选择“填充文本”选项。

将照片和页面的题注字段锁定于页面的可打印区域。例如，如果
调整“页面题注偏移”，“将题注锁定于文本安全区”可防止您意外地将题注移到页面的可打印
边距之外。

2. 在图库模块中，选择要包括在画册中的照片。请参阅从网格视图和胶片显示窗格中选择照
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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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册设置

自动布局

页面

参考线

页面出血

文本安全区

注意:

照片单元格

填充文本

注意:

单元格

题注

照片题注

与照片对齐

页面题注

在“画册”模块中，还可以选择“收藏夹”面板和胶片显示窗格中的照片。

3. 在“画册”模块中，可以使用应用程序窗口右侧的面板来指定选项。

选择是要输出为 PDF、JPEG 还是 Blurb.com，并指定画册大小和封面类型（精
装版或平装版）。如果选择打印到 Blurb.com，将在您进行操作时根据画册的纸张类型和页
数来更新估价。有关 Blurb.com 画册大小、封面和纸张选项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Blurb.com
上的关于 Blurb 画册常见问题解答。
如果选择 PDF 输出，可以选择 JPEG 品质、颜色配置文件、文件分辨率以及是否要应用锐
化。

自动设置画册的页面布局。选择预设布局并单击“自动布局”。要重新开始，请单
击“清除布局”。
如果要发布到 Blurb.com，则只能对页数不超过 240 页的画册应用自动布局。如果要发布
到 PDF，则没有页数限制。
胶片显示窗格中的缩览图上显示的数字表示该照片在画册中出现的次数。

单击“添加页面”可在当前选定页面旁边添加页面。新页面将使用选定页面或模板的格
式。单击“添加空白”可在当前选定的页面旁边添加一个空白页。
如果未选择任何页面，Lightroom 会将空白页添加到画册最后。
要将布局应用于空白页，请在“页面”面板中或在页面缩略图的右下角单击“更改页面布局”按
钮。

在图像预览区域中启用或禁用参考线。参考线不会被打印，它们专门用于帮助您在
页面上放置照片和文本。

“页面出血”参考线显示为页面边缘周围的灰色粗边框。页面出血表示照片
超出页面边界的部分。完全出血的照片将到达页面的最边缘。

“文本安全区”参考线显示为页面周界内部的灰色细线。此区域以外的文
本将不会在页面中显示。

“题注”字段也使用灰色细线显示字段的周界。

照片单元格参考线显示为中间带有十字的灰色框。这些参考线表示未
填充的照片单元格。

占位符文本显示在空白页面和照片题注字段中。

要显示填充文本，必须在“画册首选项”中选择“文本框填充为”>“填充文本”选项。

拖动“边距”滑块可在单元格中图像或文本周围适当地添加空间（以磅为单位）。使
用边距可以有效地自定图像在其单元格中的外观，以及自定各个页面模板。默认情况下，边
距会统一应用到所有边。单击“边距”标题右侧的三角形可以对单元格的每个边应用不同的边
距量。您可以在预览区域中选择多个单元格，并同时对所有选定单元格应用边距。

允许您对个别照片和整个页面添加文本题注字段。

可以将题注放在选定图像单元格的上方、下方或与单元格叠加。您可以
使用照片元数据的“标题”或“题注”，或直接在题注单元格中输入自定题注。

在对照片应用缩放或填充时，使题注的左边与照片的左边对齐。

页面题注可位于页面的顶部或底部。在预览区域的页面题注字段中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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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移

类型

背景

将画册导出为 PDF

将书籍导出为 JPEG

将画册发送到 Blurb

题注。

调整“位移”量可以使题注在页面上相对于题注的原位置上移或下移。例如，增
加位于页面顶部的页面题注的位移量将使题注在页面上下移。增加位于照片下方的
照片题注的偏移量，将使题注远离照片，向页面下方移动。

选择字体、样式、颜色、磅值和不透明度。单击三角形可指定其它印刷选项，如字距
调整、基线偏移、行距、字距、列数以及装订线。还可以指定水平和垂直对齐方式。

您可以将照片、图形或纯色作为画册页面的背景。要添加背景，请执行以下操作之
一：

1. 在“画册”模块的预览区域中选择一个或多个页面。
2. （可选）选择“全局应用背景”，以将背景应用于画册中除封面之外的所有页面，即使未
选择这些页面。

3. 执行以下任一操作：
将照片从胶片显示窗格中拖动到“背景”面板中的“将照片放置到此处”占位符上。拖
动“不透明度”滑块以调整透明度。
在“背景”面板中，单击箭头并选择图形背景。单击颜色色板以更改图形的颜色，并
拖动“不透明度”滑块以调整透明度。
在“背景”面板中，选择“背景色”选项，然后单击色板以选择颜色。

4. 执行以下任一操作以在预览区域编辑页面：

拖动页面以重新排列页面。

单击页面预览右下角的“更改页面布局”按钮，以选择不同的布局。

将照片从一个单元格拖动到另一个单元格以交换照片。

选择一张或多张照片，并拖动缩放滑块以调整照片在单元格中的大小。

在任意文本字段中键入文本。

选择多个单元格或页面，以便同时编辑其属性。

右键单击 (Windows) 或按住 Control 键并单击 (Mac OS) 一个单元格或页面，然后选
择“删除照片”或“删除页面”，可以将其从画册中删除。

单击工具栏上的相应按钮可在“多页视图”、“跨页视图”或“单页视图”下工作。

5. 要存储画册以便在退出“画册”模块后返回并继续处理画册，请单击预览区域中的“创建已存储
的画册”按钮。

在“创建画册”对话框中，为画册命名，指示是否要将画册保存到收藏夹集中，并选择其他选
项。然后单击“创建”。

保存的画册将在“收藏夹”面板中以画册图标  显示。

6. 当您准备好画册时，请单击以下选项之一：

渲染画册的分页 PDF 文件，并将其存储到指定的位置。您可以将 PDF
用作打样并与客户分享，或者将 PDF 上载到服务提供商或打印网站。

将画册的每一页分别渲染为一个 JPEG 文件。

请连接到 Blurb.com，系统会提示您注册或登录。然后，将画册上载
到您的 Blurb.com 帐户以进行预览和打印。
上载到 Blurb.com 时，请注意以下事项：
画册的页数必须保持在 20 - 240 页之间（不包括封面和封底）。
Blurb.com 以 300 dpi 进行打印。如果图像低于 300 dpi，将在预览区域中图像单元格
的右上角显示警告图标 。单击该警告可查看图像可打印的分辨率。Blurb.com 建议使
用的图像分辨率不低于 200 dpi，以获得最高品质。
要获得有关打印、价格、订购和其他 Blurb.com 问题的帮助，请访问 Blurb.com 客户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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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

更多画册模块相关视频

了解在处理照片和文本时如何自定页面布局。请参阅修改布局。

查看画册模块中提供的高级选项，如添加背景、定义收藏夹等。请参阅 Lightroom 4 的高级画册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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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 画廊

此页面链接的部分内容可能仅以英文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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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览

模板浏览器

收藏夹

布局样式

网站信息

调色板

外观

图像信息

输出设置

上载设置

通过 Web 模块可以指定网站的布局。

 
Web 模块 
A. Web 画廊类型 B. 模板浏览器 C. 预览按钮 D. 导航按钮 E. 用于自定布局和指定输出选项的面板 

Web 模块包括以下面板：

显示模板的布局。面板左下角有一个图标，指示模板用于 Lightroom HTML 画廊还是 Lightroom Flash 画廊 。

显示 Web 照片画廊模板的列表。在模板名上移动指针会在“预览”中显示其页面布局。

显示目录中的收藏夹。

选择默认的“Lightroom Flash 画廊”模板或“Lightroom HTML 画廊”模板，或者三个 Airtight Interactive 画廊布局之一。

指定您的 Web 照片画廊的标题、收藏夹标题和说明、联系信息以及 Web 或 Email 链接。

为文本、网页背景、单元格、翻转、网格线以及索引编号指定颜色。

指定图像单元格布局（Lightroom HTML 画廊）或页面布局（Lightroom Flash 画廊）。此外，还指定网页上是否显示身份标识，并允许您添加
投影和定义分段线。

指定随图像预览显示的文本。

指定照片的最大像素尺寸和 JPEG 品质，以及是否添加版权水印。

指定将您的 Web 画廊发送到服务器使用的上载设置。
您可以通过单击工具栏中的“使用”并选择“所有照片”、“选定的照片”或“留用的照片”，来过滤在 Web 模块中选定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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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 画廊布局

转到页首

注意：

转到页首

转到页首

转到页首

选择 Web 画廊模板
重新排列 Web 画廊照片顺序
选择画廊元素的颜色

指定 Lightroom HTML 画廊的外观
指定 Lightroom Flash 画廊的外观
在 Web 照片画廊中显示版权水印
将标题、说明和联系信息添加到 Web 照片画廊
将身份标识添加到 Web 照片画廊
在 Web 照片画廊中显示照片标题和题注

选择 Web 画廊模板
Lightroom 中提供了您可以在“模板浏览器”中选择的预定义 HTML 和 Flash Web 画廊。您可以自定预定义的模板，方法是为您的画廊指定特定的要
素，例如颜色、画廊布局、文本和身份标识。自定预定义模板不会对模板进行修改，但是您可以将您的修改存储在新的、自定模板中。自定模板会列

在 Web 模块的“模板浏览器”中。

Lightroom 包括 Airtight Interactive 的三个 Flash 画廊布局：Airtight AutoViewer、Airtight PostcardViewer 和 Airtight SimpleViewer。在“布局
样式”面板中选择它们。Airtight Interactive 增效工具在 Web 模块面板中提供自定选项，您可以使用这些选项来修改 Airtight 布局。

在 Web 模块中，单击“模板浏览器”中的某个模板。

预定义模板会显示在“Lightroom 模板”文件夹下，但您可以添加新文件夹和自定模板。单击文件夹旁边的箭头可将其展开或折叠。

选择模板时，“布局式样”面板会指出模板是 Flash 画廊还是 HTML 画廊。

要下载各种第三方 Web 画廊模板，请访问 www.adobe.com/go/exchange_cn。

重新排列 Web 画廊照片顺序
如果 Web 照片画廊的源是不包含子文件夹的收藏夹或文件夹，您可以手动重新排列画廊中的照片。

在 Web 模块中，在胶片显示窗格中拖动照片可重新排列它们。

选择画廊元素的颜色

1. 在“调色板”面板中，单击某个元素旁边的颜色框。
2. 从颜色弹出窗口中选择。

指定 Lightroom HTML 画廊的外观
1. 在“模板浏览器”中选择 HTML 画廊。
2. 在“外观”面板中，执行以下任一操作：

要将投影添加到所有照片，请选择“向照片添加阴影”。

要在网站标题的下方添加水平规则，请选择“分段线”。单击拾色器以为规则选择颜色。

要在缩览图索引页面上指定网格布局，请在网格中单击，以设置行数和列数。

要在每张照片缩览图的左上角显示索引编号，请选择“显示单元格编号”。

要将边框添加到照片缩览图中，请在面板的“网格页面”区域中选择“照片边框”，然后从拾色器中选择边框颜色。

要指定大图像页面的大小，请拖动“大小”滑块或输入像素值。

要在大图像页面上显示照片周围的边框，请在面板的“图像页面”区域中选择“照片边框”。拖动“宽度”滑块，或输入像素值，以
定义边框的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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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到页首

注意：

滚动

分页

左图

仅幻灯片放映

转到页首

转到页首

转到页首

注意：

转到页首

指定 Lightroom Flash 画廊的外观
Lightroom 有多个不同的 Flash 画廊模板。每个画廊都有用于运行幻灯片放映的导航控件。

Lightroom Flash 画廊最多可容纳 500 张照片。

1. 在“模板浏览器”中选择 Lightroom Flash 画廊。
2. 在“外观”面板中，从“布局”菜单中选择一个选项：

在您的 Web 照片画廊的图像的较大版本下方，显示图像缩览图的滚动行。

在大版本照片的左侧显示一个图像缩览图页面。配有导航控件可移至其它图像缩览图页面。

在 Web 照片画廊中大版本照片的左侧显示图像缩览图的滚动列。

在 Web 照片画廊中显示大版本图像。

3. 从相应的菜单中选择大图像和缩览图的大小（特大、大、中或小）。

在 Web 照片画廊中显示版权水印
在“输出设置”面板中，选择“添加水印”，并从弹出菜单中选择一个选项：

选择您在“水印编辑器”中已经创建的文本或图形水印。

选择“简单版权水印”，以使用 IPTC 版权元数据作为水印。

选择“编辑水印”以打开“水印编辑器”。

Lightroom 会在画廊中的缩览图和大图像上显示水印。然而，小缩览图上并不始终显示水印。

提示：要在画廊中的大照片下显示版权元数据，请在“图像信息”面板中，选择“题注”>“编辑”。然后，插入版权 IPTC 元数据令牌。

将标题、说明和联系信息添加到 Web 照片画廊
网站标题、照片收藏夹标题和说明、联系信息以及 Web 或 Email 链接会显示在您的 Web 照片画廊的每个网页上。

在“网站信息”面板或工作区域中，请执行以下任一操作：

使用网站标题和收藏夹标题、收藏夹说明、联系信息和 Web 或 Email 链接覆盖相应框中的文本。在工作区域中，双击文本以
激活您要在其中键入内容的框。您键入的信息会显示在每个网页上。

删除相应框中的文本，使网页中不包含任何标题、说明、联系信息或者 Web 或 Email 链接。

每次您输入网站标题、收藏夹标题、收藏夹说明或联系信息时，Lightroom 都会将这些信息存储为预设。在创建其它 Web 照片
画廊时，单击“网站标题”、“收藏夹标题”、“收藏夹说明”、“联系信息”以及“Web 或 Email 链接”右侧的三角形，以从弹出菜单中
选择预设。

将身份标识添加到 Web 照片画廊
您可以使用身份标识作为网站或画廊的标题。

1. 在“网站信息”面板（HTML 模板）或“外观”面板（Flash 模板）中，选择“身份标识”。
2. （可选）要使用不同的身份标识，单击身份标识预览区域右下角的三角形并从菜单中进行选择。

选择“编辑”会打开“身份标识编辑器”。

在 Web 照片画廊中显示照片标题和题注
您可以在 Web 照片画廊中，将标题和题注添加到大版本图像的下方。您可以键入要在每张照片下方显示的标题和题注，或指定与每张照片一起显示元
数据。例如，如果在图库模块中输入照片的题注元数据，您可以在 Web 画廊中显示特定于照片的题注元数据。

在“图像信息”面板中，执行以下任一操作：

要在所有照片的下方显示相同的标题和题注，请从“标题”和“题注”旁边的弹出菜单中选择“自定文本”，然后在这些选项下方的框
中输入标题和题注。

要为每张照片显示不同的题注或标题，请单击“标题”或“题注”右侧的“自定设置”菜单，并选择“编辑”。在显示的“文本模板编辑
器”中，插入 IPTC 标题或题注元数据元素，然后单击“完成”。

要显示照片元数据的信息，请单击“标题”或“题注”右侧的“自定设置”菜单，并从弹出菜单中选择您所需的元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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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 画廊模板和设置

转到页首

转到页首

创建自定 Web 画廊模板
将 Web 设置存储为 Web 收藏夹

创建自定 Web 画廊模板
可以将您对颜色、布局、文本和输出设置所做的修改存储为自定 Web 画廊模板。进行存储后，自定模板列在模板浏览器中，供重复使用。您可以在模
板浏览器中创建新文件夹，以帮助组织模板。

存储自定 Web 画廊模板
1. 在 Web 模块的“模板浏览器”中，选择自定模板所基于的模板，并修改布局。
2. 在“网站信息”、“调色板”、“外观”、“输出设置”、“图像信息”和“输出设置”面板中指定您所需的设置。
3. 单击 Web 模块的“模板浏览器”中的加号 (+) 图标。
4. 覆盖“未命名模板”来为自定模板命名，并为模板指定文件夹（例如“用户模板”）。

创建并组织模板文件夹

1. 右键单击 (Windows) 或者按住 Control 键单击 (Mac OS) 希望显示文件夹的区域，然后选择“新建文件夹”。
2. 键入文件夹的名称，然后单击“确定”。
3. 将模板拖动到一个文件夹名上，将此模板移到该文件夹。

如果将 Lightroom 预设模板拖动到其它文件夹，则此模板将复制到该文件夹。

更新自定模板

1. 根据需要修改颜色、布局、文本以及输出设置。
2. 在模板浏览器中右键单击 (Windows) 或按住 Control 键单击 (Mac OS)，然后选择“使用当前设置更新”。

删除自定模板

您不能删除 Lightroom 预设模板。

执行以下任一操作：

右键单击 (Windows) 或按住 Control 键单击 (Mac OS) 模板浏览器中的模板，然后从上下文菜单中选择“删除”。

在“模板浏览器”中选择一个模板，然后单击“删除”按钮。

导入和导出模板

您可以将已经创建的模板导出，与同事共享或在另一台计算机上使用。模板以 .lrtemplate 扩展名存储。

要导出模板，请右键单击 (Windows) 或按住 Control 键单击 (Mac OS) 模板，然后选择“导出”。键入模板文件的名称，然后单
击“存储”。
要导入模板，请右键单击 (Windows) 或按住 Control 键单击 (Mac OS) 要显示模板的区域，然后选择“导入”。双击模板文件。

将 Web 设置存储为 Web 收藏夹
您将 Web 画廊设置存储为 Web 收藏夹时，可以将新照片添加到该收藏夹中，这些照片会自动地包括 Web 设置。这不同于自定模板，自定模板中包
括输出选项，但是没有照片。Web 收藏夹会将 Web 设置应用到收藏夹中的照片。

1. 在图库模块中，为 Web 照片画廊选择照片。
2. 在 Web 模块中，选择一个模板。在“网站信息”、“调色板”、“外观”、“图像信息”、“输出设置”和“上载设置”面板中指定您所需的设
置。

3. 在胶片显示窗格中，选择照片以将其加入 Web 收藏夹中。
4. 单击“收藏夹”面板中的加号图标 (+)，并选择“创建 Web 画廊”。
5. 在“创建 Web 画廊”对话框中，键入您的 Web 收藏夹的名称。从“设置”弹出菜单中选择收藏夹集，以将收藏夹添加到现有集中，或
者选择“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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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在“Web 画廊”选项的下方，选择“包括选定的照片”。如果您希望在收藏夹中包括虚拟副本，而不是原始照片，请选择“新建虚拟副
本”。

7. 单击“创建”。

Lightroom 将 Web 收藏夹添加到“收藏夹”面板中，并为其指定一个网格图标 。

Adobe 还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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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览、导出和上载 Web 照片画廊

返回页首

返回页首

返回页首

返回页首

预览 Web 照片画廊
在本地存储 Web 照片画廊
上载 Web 照片画廊
创建和管理 FTP 预设

预览 Web 照片画廊
在存储或上载 Web 画廊之前，可以在 Web 模块或您的默认浏览器中对其进行预览。

 在 Web 模块中，请执行以下任一操作：

要在浏览器中预览您的 Web 照片画廊，请单击窗口左下角的“在浏览器中预览”。

要在 Web 模块工作区域中更新 Web 画廊预览，请从 Lightroom 主菜单中选择“Web”>“重新载入”。

注： 在您对画廊进行更改时，Lightroom 中的 Web 画廊预览会更新，因此您通常不需要使用“重新载入”命令。

在本地存储 Web 照片画廊
1. 在 Web 模块中，单击“导出”按钮。
2. 在“存储 Web 画廊”对话框中，在“文件名”文本框中键入画廊的名称，然后指定存储 Web 照片画廊文件的位置。
3. 单击“存储”。

上载 Web 照片画廊
您可以在“上载设置”面板中指定 FTP 服务器信息，并使用 Lightroom 中的 FTP 功能将画廊上传至 Web 服务器。您单击“上载”按钮之后，Lightroom
会自动生成必需的文件，然后将它们传输到您指定的 Web 服务器。

要使用单独的 FTP 应用程序上载文件，或生成画廊供脱机查看，您可以先导出文件。您单击“导出”按钮时，Lightroom 会创建包含 HTML 文件、图像
文件和其它 Web 相关文件的文件夹。如果您要存储 Flash 画廊，会包括所需的 SWF 文件。文件夹会存储在您指定的位置。

注： Web 画廊照片和图像缩览图存储为带有嵌入式 sRGB 配置文件的 JPEG。
1. 在“上载设置”面板中，从 FTP 服务器弹出菜单中选择 Web 服务器预设。
2. 选择“存储到子文件夹”，并键入将包含 Web 照片画廊的文件夹（Web 输出文件夹）的名称。

“上载设置”面板会显示服务器输出路径（子文件夹中包含 Web 画廊文件的服务器路径）。

3. 单击“上载”按钮。
4. 在“输入密码”对话框中，键入密码以访问 Web 服务器，并单击“上载”。

创建和管理 FTP 预设
您可以设置一个或多个 FTP 预设来将 Web 照片画廊上传至特定 Web 服务器。

创建 FTP 预设
1. 在 Web 模块右侧的“上载设置”面板中，从“FTP 服务器”弹出菜单中选择“编辑”。
2. 在“服务器”框中输入 Web 服务器的 URL，以及访问 Web 服务器的用户名和密码。

您可以让 Lightroom 记住预设中的密码。

3. 执行以下任一操作，以指定 Web 服务器上的相应目录的路径：

在“服务器路径”框中键入路径。

单击“浏览”并导航到该目录。

4. （可选）指定 Web 服务器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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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端口 21 是 FTP 协议的默认 Web 服务器端口，也是通常使用的端口。
5. （可选）从标记为“使用被动模式传送数据”的弹出菜单中选择“被动模式”。被动模式有助于数据传输穿过防火墙。
6. 从对话框顶部的“预设”菜单中选择“将当前设置存储为新预设”。
7. 在“新建预设”对话框中，键入新建预设的名称，并单击“创建”。
8. 在“配置 FTP 文件传输”对话框中单击“确定”。

会将 FTP 预设添加到“FTP 服务器”菜单。

9. （可选）要创建另一个 FTP 预设，在“上载设置”面板中选择“FTP 服务器”>“编辑”。然后，指定预设的配置，并重复步骤 6 到 8。

关于指定服务器路径

服务器路径指定了 Web 服务器上放置您要上载的 Web 画廊文件夹的位置。

在键入服务器路径时，使用斜线指定目录和子目录。例如：

在此示例中，“根目录”是根级别的名称（即要访问 Web 服务器上的空间必须进入的目录），“www”是在其中将上载 Web 文件的特定子文件夹的名称。
请与您的 Web 托管服务商联系，以验证 Web 服务器上的访问公共文件夹的路径。

编辑 FTP 预设
1. 在 Web 模块右侧的“上载设置”面板中，选择“FTP 服务器”>“编辑”。
2. 从“配置 FTP 文件传输”对话框顶部的“预设”菜单中选择您要编辑的预设。
3. 更改预设的配置，然后从“预设”菜单中选择“更新预设“预设名称””。
4. 单击“确定”。

删除 FTP 预设
1. 在 Web 模块右侧的“上载设置”面板中，从“FTP 服务器”菜单中选择”编辑”。
2. 从“预设”菜单中选择预设。
3. 从“预设”菜单中选择“删除预设“预设名称””。
4. 单击“删除”完成操作，然后单击“确定”以关闭“配置 FTP 文件传输”对话框。

法律声明   |   在线隐私策略

1 /root_directory_name/ww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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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盘快捷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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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盘快捷键

转到页首

包含的内容

使用面板时的快捷键

用于在模块间导航的快捷键

用于更改视图和屏幕模式的快捷键

使用副窗口时的快捷键

用于管理照片和目录的快捷键

用于在图库模块中比较照片的快捷键

用于设置照片星级和过滤照片的快捷键

使用收藏夹时的快捷键

在图库模块中处理元数据和关键字时的快捷键

使用修改照片模块时的快捷键

使用幻灯片放映模块时的快捷键

使用打印模块时的快捷键

使用 Web 模块时的快捷键
使用“帮助”时的快捷键

使用面板时的快捷键

结果 Windows Mac OS

显示/隐藏两侧面板 Tab Tab

显示/隐藏所有面板 Shift + Tab Shift + Tab

显示/隐藏工具栏 T T

显示/隐藏模块选取器 F5 F5

显示/隐藏胶片显示窗格 F6 F6

显示/隐藏左侧面板 F7 F7

显示/隐藏右侧面板 F8 F8

切换单独模式 按住 Alt 键单
击面板

按住 Option 键单击
面板

在不关闭处于单独模式的面板情况下打开一个新面板 按住 Shift 键单
击面板

按住 Shift 键单击面
板

打开/关闭所有面板 按住 Ctrl 键单
击面板

按住 Command 键
单击面板

按照从上到下的顺序打开/关闭左侧面板 Ctrl + Shift + 0
- 5

Command +
Control + 0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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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从上到下的顺序打开/关闭右侧面板（“图库”和修
改照片模块）

Ctrl + 0 - 9 Command + 0 - 9

按照从上到下的顺序打开/关闭右侧面板（幻灯片放
映、打印和 Web 模块）

Ctrl + 1 - 7 Command+1 - 7

用于在模块间导航的快捷键

结果 Windows Mac OS

转到图库模块 Ctrl + Alt + 1 Command + Option + 1

转到修改照片

模块

Ctrl + Alt + 2 Command + Option + 2

转到幻灯片放

映模块

Ctrl + Alt + 3 Command + Option + 3

转到打印模块 Ctrl + Alt + 4 Command + Option + 4

转到 Web 模
块

Ctrl + Alt + 5 Command + Option + 5

后退/前进 Ctrl + Alt + 向左键/Ctrl +
Alt + 向右键

Command + Option + 向左键/Command +
Option + 向右键

返回前一模块 Ctrl + Alt + 向上键 Command + Option + 向上键

用于更改视图和屏幕模式的快捷键

结果 Windows Mac OS

转到图库 - 放大视图 E E

转到图库 - 网格视图 G G

转到图库 - 比较视图 C C

进入图库筛选视图 N N

在修改照片模块中打开选定的照片 D D

向前/向后切换背景光模式 L / Shift + L L / Shift + L

切换背景光变暗模式 Ctrl + Shift + L Command + Shift + L

切换屏幕模式 F F

上一个屏幕模式 Shift + F

在正常屏幕、全屏和隐藏面板之间切换 Ctrl + Shift + F Command + Shift + F

411



转到页首

注意:

转到页首

转到正常屏幕模式 Ctrl + Alt + F Command + Option + F

切换叠加信息 I I

显示/隐藏叠加信息 Ctrl + I Command + I

使用副窗口时的快捷键

使用副窗口时所用的快捷键与“图库”模块中相应的快捷键相同，仅需再加上 Shift 键。

结果 Windows Mac OS

打开副窗口 F11 Command + F11

转到网格视图 Shift + G Shift + G

转到正常放大视图 Shift + E Shift + E

转到锁定放大视图 Ctrl + Shift + Enter Command + Shift + Return

转到比较视图 Shift + C Shift + C

转到筛选视图 Shift + N Shift + N

进入幻灯片放映视图 Ctrl + Alt + Shift +
Enter

Command + Option + Shift + Return

转到全屏模式（需要副显

示器）

Shift + F11 Command + Shift + F11

显示/隐藏过滤器栏 Shift + \ Shift + \

放大/缩小 Ctrl + Shift + =/Ctrl +
Shift -

Command + Shift + =/Command +
Shift + -

用于管理照片和目录的快捷键

结果 Windows Mac OS

从磁盘导入照片 Ctrl + Shift + I Command + Shift + I

打开目录 Ctrl + O Command + Shift + O

打开首选项 Ctrl + ,（逗号） Command + ,（逗号）

打开目录设置 Ctrl + Alt + ,（逗
号）

Command + Option +
,（逗号）

新建子文件夹（分类的联机拍摄） Ctrl + Shift + T Command + Shift + T

隐藏/显示联机拍摄栏 Ctrl + T Command + T

在图库模块中新建文件夹 Ctrl + Shift + N Command + Shift + N

412



转到页首

创建虚拟副本（仅限“图库”和“修改照片”模块） Ctrl + ‘（单引
号）

Command + ‘（单引
号）

在资源管理器中显示/在 Finder 中显示（仅
限“图库”和“修改照片”模块）

Ctrl + R Command + R

转到胶片显示窗格中的下一张/上一张照片 向右键/向左键 向右键/向左键

选择多个文件夹或收藏夹（在“图库”、“幻灯片
放映”、“打印”和 Web 模块中）

按住 Shift 键或
Ctrl 键单击

按住 Shift 键或
Command 键单击

重命名照片（在“图库”模块中） F2 F2

删除选定的照片 Backspace 或
Delete

Delete

从目录中删除选定的照片 Alt + Backspace Option + Delete

将选定的照片删除并移到“回收站”(Windows)
或“废纸篓”(Mac OS)

Ctrl + Alt + Shift
+ Backspace

Command + Option +
Shift + Delete

删除排除的照片 Ctrl + Backspace Command + Delete

在 Photoshop 中编辑 Ctrl + E Command + E

在其它编辑器中打开 Ctrl + Alt + E Command + Option +
E

导出选定的照片 Ctrl + Shift + E Command+Shift+E

使用上次设置导出 Ctrl + Alt + Shift
+ E

Command + Option +
Shift + E

打开增效工具管理器 Ctrl + Alt + Shift
+ ,（逗号）

Command + Option +
Shift + ,（逗号）

打印选定的照片 Ctrl + P Command + P

打开“页面设置”对话框 Ctrl + Shift + P Command + Shift + P

用于在图库模块中比较照片的快捷键

结果 Windows Mac OS

切换到放大视图 E 或 Enter 键 E 或 Return 键

切换到网格视图 G 或 Esc 键 G 或 Esc 键

切换到比较视图 C C

切换到筛选视图 N N

从网格视图切换到放大视图 空格键或 E 键 空格键或 E 键

在比较视图中互换选择的照片与候选照片 向下键 向下键

在比较视图中选择和候选下一张照片 向上键 向上键

413



切换缩放视图 Z Z

在放大视图中放大/缩小 Ctrl + =/Ctrl + - Command +
=/Command + -

在放大视图中向上滚动/向下滚动缩放后的照
片（也适用于“修改照片”和 Web 模块）

全尺寸键盘上的

Page Up/Page
Down

全尺寸键盘上的 Page
Up/Page Down

转到网格视图开始/结束 Home / End Home / End

播放即席幻灯片放映 Ctrl + Enter Command + Return

顺时针旋转照片 Ctrl + ] Command + ]

逆时针旋转照片 Ctrl + [ Command + [

增大/减小网格缩览图大小 = / - = / -

向上/向下滚动网格缩览图 全尺寸键盘上的

Page Up/Page
Down

全尺寸键盘上的 Page
Up/Page Down

切换单元格额外信息 Ctrl + Shift + H Command + Shift +
H

显示/隐藏徽章 Ctrl + Alt + Shift +
H

Command + Option +
Shift + H

切换网格视图 J J

打开“图库”视图选项 Ctrl + J Command + J

选择多张离散照片 按住 Ctrl 单击 按住 Command 单击

选择多张相邻照片 按住 Shift 单击 按住 Shift 单击

选择所有照片 Ctrl + A Command + A

取消选择所有照片 Ctrl + D Command + D 或
Command + Shift +
A

仅选择现用照片 Ctrl + Shift + D Command + Shift +
D

取消选择现用照片 / /

将上一张/下一张照片添加到选定照片 Shift + 向左键/向右
键

Shift + 向左键/向右键

选择有留用旗标的照片 Ctrl + Alt + A Command + Option +
A

取消选择无旗标的照片 Ctrl + Alt + Shift +
D

Command + Option +
Shift + D

组成堆叠 Ctrl + G Command + G

取消堆叠 Ctrl + Shift + G Command + Shift +
G

切换堆叠 S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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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到堆叠顶部 Shift + S Shift + S

在堆叠内上移 Shift + [ Shift + [

在堆叠内下移 Shift + ] Shift + ]

用于设置照片星级和过滤照片的快捷键

结果 Windows Mac OS

设置星级 1 - 5 1 - 5

设置星级并转到下一张照片 Shift + 1 - 5 Shift + 1 - 5

移去星级 0 0

移去星级并转到下一张照片 Shift+0 Shift+0

将星级增加/减少一星 ] / [ ] / [

指定红色色标 6 6

指定黄色色标 7 7

指定绿色色标 8 8

指定蓝色色标 9 9

指定色标并转到下一张照片 Shift + 6 - 9 Shift + 6 - 9

将照片标记为留用旗标 P P

标记为留用旗标并转到下一张

照片

Shift + P Shift + P

将照片标记为排除 X X

将照片标记为排除并转到下一

张照片

Shift + X Shift + X

取消照片旗标 U U

取消照片旗标并转到下一张照

片

Shift + U Shift + U

提升/降低旗标状态 Ctrl + 向上键/Ctrl + 向
下键

Command + 向上键/Command +
向下键

切换旗标设置 ‘（反引号） ‘（反引号）

精简显示的照片 Ctrl + Alt + R Command + Option + R

显示/隐藏图库过滤器栏 \ \

在“过滤器”栏中打开多个过滤
器

按住 Shift 键单击过滤
器标签

按住 Shift 键单击过滤器标签

切换过滤器开/关 Ctrl + L Command +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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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图库模块中查找照片 Ctrl + F Command + F

使用收藏夹时的快捷键

结果 Windows Mac OS

在图库模块中新建收藏夹 Ctrl + N Command + N

添加到快捷收藏夹 B B

添加到快捷收藏夹并转到下一张照

片

Shift + B Shift + B

显示快捷收藏夹 Ctrl + B Command + B

存储快捷收藏夹 Ctrl + Alt + B Command + Option + B

清除快捷收藏夹 Ctrl + Shift + B Command + Shift + B

设为目标收藏夹 Ctrl + Alt + Shift +
B

Command + Option + Shift +
B

在图库模块中处理元数据和关键字时的快捷键

结果 Windows Mac OS

添加关键字 Ctrl + K Command + K

编辑关键字 Ctrl + Shift + K Command + Shift + K

设置快捷关键字 Ctrl + Alt + Shift + K Command + Option + Shift + K

对选定的照片添加/移
去快捷关键字

Shift + K Shift + K

启用喷涂 Ctrl + Alt + K Command + Option + K

将关键字集中的关键字

添加到选定照片

Alt + 1 - 9 Option + 1 - 9

向前/向后切换关键字
集

Alt + 0 / Alt + Shift + 0 Option + 0 / Option + Shift + 0

复制/粘贴元数据 Ctrl + Alt + Shift + C/Ctrl
+ Alt + Shift + V

Command + Option + Shift +
C/Command + Option + Shift + V

将元数据存储到文件 Ctrl + S Command + S

打开“拼写”对话框 Command + :

拼写检查 Command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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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字符调板 Command + Option + T

使用修改照片模块时的快捷键

结果 Windows Mac OS

转换为灰度 V V

自动调整色调 Ctrl + U Command + U

自动调整白平衡 Ctrl + Shift + U Command + Shift + U

在 Photoshop 中编辑 Ctrl + E Command + E

复制/粘贴修改照片设置 Ctrl + Shift + C/Ctrl +
Shift + V

Command + Shift +
C/Command + Shift + V

粘贴上一张照片的设置 Ctrl + Alt + V Command + Option + V

复制修改后设置到修改前的设置 Ctrl + Alt + Shift + 向左键 Command + Option +
Shift + 向左键

复制修改前设置到修改后的设置 Ctrl + Alt + Shift + 向右键 Command + Option +
Shift + 向右键

互换修改前与修改后的设置 Ctrl + Alt + Shift + 向上键 Command + Option +
Shift + 向上键

按较小增量增大/减小选定滑块 向上键 / 向下键 或 + / - 向上键 / 向下键 或 + / -

按较大增量增大/减小选定滑块 Shift + 向上键 / Shift + 向
下键或

Shift + + / Shift + -

Shift + 向上键 / Shift + 向
下键或

Shift + + / Shift + -

循环切换基本面板设置（向前/向
后）

.（句点）/,（逗号） .（句点）/,（逗号）

复位滑块 双击滑块名称 双击滑块名称

复位一组滑块 按住 Alt 键单击组名称 按住 Option 键单击组名称

复位所有设置 Ctrl + Shift + R Command + Shift + R

同步设置 Ctrl + Shift + S Command + Shift + S

绕过“同步设置”对话框同步设置 Ctrl + Alt + S Command + Option + S

切换自动同步 按住 Ctrl 键单击“同步”按
钮

按住 Command 键单击“同
步”按钮

启用自动同步 Ctrl + Alt + Shift + A Command + Option +
Shift + A

统一为选定照片曝光度 Ctrl + Alt + Shift + M Command + Option +
Shift + M

选择“白平衡”工具（在任何模块
中）

W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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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裁剪”工具（在任何模块中） R R

在选择“裁剪”工具后锁定长宽比 A A

按与上一次裁剪相同的长宽比裁剪 Shift + A Shift + A

从照片中心裁剪 按住 Alt 键拖移 按住 Option 键拖移

切换裁剪网格叠加 O O

切换裁剪网格叠加方向 Shift + O Shift + O

在纵向和横向之间切换裁剪 X X

复位裁剪 Ctrl + Alt + R Command + Option + R

选择“引导式 Upright”工具（选择照
片后，也可在“图库”模块中使用） Shift + T Shift + T

选择“污点去除”工具 Q Q

在选择“污点去除”工具后，在“仿
制”和“修复”模式之间切换画笔 Shift + T Shift + T

选择“调整画笔”工具（在任何模块
中）

K K

选择“渐变滤镜”工具 M M

在选择“渐变滤镜”或“径向滤镜”后，
在“编辑”和“画笔”模式之间切换蒙版 Shift + T Shift + T

增大/减小画笔大小 ] / [ ] / [

增强/降低画笔羽化效果 Shift + ]/Shift + [ Shift + ]/Shift + [

在局部调整画笔 A 与 B 之间切换 / /

临时从画笔 A 或 B 切换到“橡皮擦” 按住 Alt 键拖移 按住 Option 键拖移

绘制水平线或垂直线 按住 Shift 键拖移 按住 Shift 键拖移

增加/减少“量” 向右/左拖动调整针 向右/左拖动调整针

显示/隐藏局部调整针 H H

显示/隐藏局部调整蒙版叠加 O O

切换局部调整蒙版叠加颜色 Shift + O Shift + O

选择“目标调整”工具应用“色调曲
线”调整

Ctrl + Alt + Shift + T Command + Option +
Shift + T

选择“目标调整”工具应用“色相”调整 Ctrl + Alt + Shift + H Command + Option +
Shift + H

选择“目标调整”工具应用“饱和度”调
整

Ctrl + Alt + Shift + S Command + Option +
Shift + S

选择“目标调整”工具应用“明亮度”调
整

Ctrl + Alt + Shift + L Command + Option +
Shift + L

选择“目标调整”工具应用“灰度混
合”调整

Ctrl + Alt + Shift + G Command + Option +
Shift +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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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选择“目标调整”工具 Ctrl + Alt + Shift + N Command + Option +
Shift + N

显示剪切 J J

顺时针旋转照片 Ctrl + ] Command + ]

逆时针旋转照片 Ctrl + [ Command + [

在“放大”和“1:1 缩放”预览之间切换 空格键或 Z 空格键或 Z

放大/缩小 Ctrl + =/Ctrl + - Command + =/Command
+ -

播放即席幻灯片放映 Ctrl + Enter Command + Return

左右并排显示修改前与修改后的照

片

Y Y

上下并排显示修改前与修改后的照

片

Alt + Y Option + Y

在拆分屏幕中显示修改前与修改后

的照片

Shift + Y Shift + Y

仅显示修改前的照片 \ \

新建快照 Ctrl + N Command + N

新建预设 Ctrl + Shift + N Command + Shift + N

新建预设文件夹 Ctrl + Alt + N Command + Option + N

打开“修改照片”视图选项 Ctrl + J Command + J

使用幻灯片放映模块时的快捷键

结果 Windows Mac OS

播放幻灯片放映 Enter Return

播放即席幻灯片放映 Ctrl + Enter Command + Return

暂停幻灯片放映 空格键 空格键

预览幻灯片放映 Alt + Enter Option + Return

结束幻灯片放映 Esc Esc

转到下一张幻灯片 向右键 向右键

转到上一张幻灯片 向左键 向左键

顺时针旋转照片 Ctrl + ] Command + ]

逆时针旋转照片 Ctrl + [ Command + [

显示/隐藏参考线 Ctrl + Shift + H Command + Shift +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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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出为 PDF 格式的幻灯片放映 Ctrl + J Command + J

导出为 JPEG 格式的幻灯片放映 Ctrl + Shift + J Command + Shift + J

导出为视频幻灯片放映 Ctrl + Alt + J Command + Option + J

新建幻灯片放映模板 Ctrl + N Command + N

新建幻灯片放映模板文件夹 Ctrl + Shift + N Command + Shift + N

存储幻灯片放映设置 Ctrl + S Command + S

使用打印模块时的快捷键

结果 Windows Mac OS

打印 Ctrl + P Command + P

打印一份 Ctrl + Alt + P Command + Option + P

打开“页面设置”对话框 Ctrl + Shift + P Command + Shift + P

打开“打印设置”对话框 Ctrl + Alt + Shift + P Command + Option + Shift + P

转到第一页 Ctrl + Shift + 向左键 Command + Shift + 向左键

转到最后一页 Ctrl + Shift + 向右键 Command + Shift + 向右键

转到上一页 Ctrl + 向左键 Command + 向左键

转到下一页 Ctrl + 向右键 Command + 向右键

显示/隐藏参考线 Ctrl + Shift + H Command + Shift + H

显示/隐藏标尺 Ctrl + R Command + R

显示/隐藏页面出血 Ctrl + Shift + J Command + Shift + J

显示/隐藏边距与装订线 Ctrl + Shift + M Command + Shift + M

显示/隐藏图像单元格 Ctrl + Shift + K Command + Shift + K

显示/隐藏尺寸 Ctrl + Shift + U Command + Shift + U

播放即席幻灯片放映 Ctrl + Enter Command + Return

顺时针旋转照片 Ctrl + ] Command + ]

逆时针旋转照片 Ctrl + [ Command + [

新建打印模板 Ctrl + N Command + N

新建打印模板文件夹 Ctrl + Shift + N Command + Shift + N

存储打印设置 Ctrl + S Command +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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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Web 模块时的快捷键

结果 Windows Mac OS

重新载入 Web 画廊 Ctrl + R Command + R

在浏览器中预览 Ctrl + Alt + P Command + Option + P

播放即席幻灯片放映 Ctrl + Enter Command + Return

导出 Web 画廊 Ctrl + J Command + J

新建 Web 画廊模板 Ctrl + N Command + N

新建 Web 画廊模板文件夹 Ctrl + Shift + N Command + Shift + N

存储 Web 画廊设置 Ctrl + S Command + S

使用“帮助”时的快捷键

结果 Windows Mac OS

显示当前模块快捷键 Ctrl + / Command + /

隐藏当前模块快捷键 单击 单击

转到当前模块的“帮助” Ctrl + Alt + / Command + Option + Shift + /

打开“社区帮助” F1 F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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