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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部分：ON1 PHOTO RAW 2020 概述

ON1 Photo RAW 2020 是一个完整的照片编辑器，它基于现代照片组织器和复杂的原始处理引擎构建。 Photo 
RAW 可让您对Photo RAW应用快速，无损的编辑和风格化的效果，并具有完善的图层功能，可快速轻松地合成图
像，同时仍保持完整的可编辑性。您还可以通过单击按钮将照片组合成美丽的全景，令人惊叹的HDR图像和完美对
焦的照片。而且，完成编辑后，您可以使用完整的打印功能在照片上执行行业标准的图像放大，并且可以轻松地与
朋友和社交媒体共享图像。

  ON1 Photo RAW 2020 集成了最先进的原始处理器，可让您在完全无损的工作流程中工作：您可以在浏览中快速导
入，排序和查看原始照片，而无需在编辑模块中完成它们担心保存您的编辑。下次打开照片时，所有设置都会被记
住，您可以轻松更改设置，添加新设置或从头开始，而无需保存其他版本的照片。当使用JPEG， Photoshop （PSD）
，PNG和TIFF这样的非原始格式时，Photo RAW 2020 甚至是无损的。

如果您有现有的原始编辑和工作流程应用程序，例如 Adobe的 Photoshop ， Lightroom Classic CC， Photoshop 
Elements或 Apple Photos，则 ON1 Photo RAW 2020也可以用作这些应用程序的插件，从而使您可以在您的照片，同
时保留传统的工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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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帮助系统

 您可以在ON1.com 上的ON1 Photo RAW 2020  产品培训网站上 找到并观看免费的视频教程 。这是深入研究 ON1 
工作流程并发现有助于您进行照片编辑和整理的新技术的最佳，最快的方法。在这里，您可以搜索我们的 知识库 
以查找常见问题，常见问题等。

  ON1 Photo RAW 2020“帮助”菜单包含指向培训站点的链接，以及我们广泛的视频教程库等。

系统要求

最低要求 推荐的
操作系统  macOS10.12至10.15; 

 Windows7、8或10版本，仅64位
 macOS10.14或10.15; 
 Windows10当前版本，仅64位

处理器 英特尔酷睿i5，至强或更好的处
理器

4核Intel Core i5，至强或更好的处
理器

内存 8 GB 16 GB

硬盘 1.5 GB用于安装 1.5 GB用于安装 
快速（7200 RPM）或SSD驱动器

显示 兼容OpenGL 3.3的视频卡，具有
512 MB视频RAM，1280x720分
辨率

OpenGL 4.2兼容视频卡，带有
2 GB专用视频RAM，分辨率为
1920x1080

支持第三方应用程序（插件）  PhotoshopCS6； 
 PhotoshopElements 14 
 LightroomClassic 6； 
 Apple照片

 PhotoshopCC 2018; 
 PhotoshopElements 2018 
  LightroomClassic CC 2018; 
 Apple照片

其他 Internet连接，用于激活和自动更
新检查。

 Internet连接，用于激活和自动更
新检查；Wacom数位板用于压敏输
入；硬件显示校准工具 

安装

要安装 ON1 Photo RAW 2020 ，请双击安装程序图标，并让安装程序指导您。 安装或更新之前，关闭所有支持的主
机应用程序，如Adobe Photoshop ， Photoshop 元素， Lightroom 或Apple照片 小号 ，以及以前的所有版本ON1产
品。

MACOS 

 该应用程序安装在Applications文件夹的ON1 Photo RAW 2020 文件夹中。

 在安装过程中找到的所有受支持的宿主应用程序的插件文件（如Adobe Photoshop， Lightroom ， Photoshop 
Elements或Apple Photos）将自动安装；安装结束时将显示已安装插件的摘要。

 如果找到ON1's Photo RAW 早期版本， Perfect Photo 10 或Perfect Photo Suite，则将根据您在安装过程中的偏好对
其进行维护或更换。

支持文件安装在/ Library / Application Support /和〜/ Library / Application Support /文件夹中。

https://www.on1.com/blog/category/product-training/
https://on1help.zendesk.com/hc/en-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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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DOWS 

 该应用程序安装在\ Program Files \ON1\目录的ON1 Photo RAW 2020 文件夹中。

 在安装过程中找到的所有受支持的宿主应用程序（例如Adobe Photoshop， Lightroom ，Photoshop Elements）的插
件文件都将自动安装；安装结束时将显示已安装插件的摘要。

 如果找到ON1's Photo RAW 早期版本， Perfect Photo 10 或Perfect Photo Suite，则将根据您在安装过程中的偏好对
其进行维护或更换。

支持文件安装在\ ProgramData \ON1\中。 

从以前的版本升级

 如果您的计算机上装有 ON1 Photo RAW 2018或2019的早期版本，则安装过程将移至所有分类的文件夹，相册和元
数据预设上。 

注意：  Photo RAW版本中的“智能相册”功能已由展开的“滤镜”窗格代替。在升级
过程中，所有智能相册都将转换为静态相册和自定义过滤器预设。有关更多信息，请
参见 页面<OV>（“相册”窗格）和 页 <?>（“过滤器”窗格）。

推出ON1 Photo RAW 2020 

 要将Photo RAW 2020作为独立的应用程序启动并访问所有模块，请执行以下步骤：

MACOS

1. 打开您的查找器。 

2. 导航到“应用程序”文件夹。

3.  导航到ON1 Photo RAW 2020 文件夹。

4.  双击ON1 Photo RAW 2020 应用程序图标。

 您可以通过单击并按住扩展坞中的图标，然后选择“保留在扩展坞”选项，将ON1 Photo RAW 2020添加到扩展坞中
以方便访问。如果您使用启动板，也可以在那里找到它。

 WINDOWS7 

1. 转到“开始”菜单。

2.  选择ON1 组。

3. 选择ON1 Photo RAW 2020 。

4.  如果在安装过程中选择了“将图标添加到桌面”选项，则还可以从那里访问ON1 Photo RAW 2020
。

  WINDOWS 8.1和WINDOWS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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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通过按Window键打开“开始”屏幕。

2. 选择ON1 Photo RAW 2020 。

3.  如果在安装过程中选择了“将图标添加到桌面”选项，则还可以从那里访问ON1 Photo RAW 2020 
。

 要从外部应用程序（例如 Adobe Photoshop 或 Lightroom启动ON1 Photo RAW 2020，请参阅以下部分以获取完整
说明。 

许可和注册

首次启动 ON1 Photo RAW 2020 ，主窗口的左上角将有两个按钮，立即购买和登录。

如果您购买了ON1 PHOTO RAW 2020 ：

 单击“登录”按钮，然后填写您的ON1 帐户信息（电子邮件和密码）以向我们注册该应用。 （购买软件时，您应该
已经设置了一个帐户。）如果登录的计算机无法访问互联
网，则可以通过单击许可证中的“无互联网连接”链接来手
动注册软件。对话。

 您的许可证可让您在五台计算机上安装 ON1 Photo RAW 
2020 。当您输入 ON1 帐户信息时， Photo RAW 2020 将与
ON1 激活服务器通信并为该计算机注册软件。

 如果您希望将 Photo RAW 的副本从一台注册计算机移动
到新计算机，而又不想使用旧计算机，最好先退出旧计算
机。打开 Photo RAW 然后从“帮助”菜单中选择“退出”。
这将在当前计算机上禁用Photo RAW 2020 ，您可以在另
一台计算机上安装并登录。

 您可以随时登录 ON1用户帐户区域(http s：//www.on1.com/
login/ ）下载软件，查看已注册的计算机数量，并对帐户信息
进行基本更改，包括您的电子邮件地址，密码和通知。

如果您有关于安装或激活 Photo RAW ，请联系 ON1 客户支持，可通过单击 ON1网站的“支持”选项卡(https://
on1help.zendesk.com）来获得。

试用版

 从首次启动 ON1 Photo RAW 2020 还可以作为功能齐全的试用版运行30天。这使您有时间评估产品并查看其是否
满足您的需求。在试用期内每次启动Photo RAW 时，“立即购买”按钮都会告诉您试用期还剩下多少天。

 您可以通过单击立即购买按钮随时购买 ON1 Photo RAW 2020 。完成此操作后，在下次启动产品时单击“登录”按
钮，然后输入 ON1 帐户信息。如果您的试用期已结束，则在启动应用程序时， Photo RAW 将为您显示一个激活窗
口。在这里，您可以输入您的ON1帐户信息来激活该应用。

产品改进计划

我们相信最好的产品是通过听取客户的意见而制成的。我们使用多种方法收集您的想法和反馈，包括：电子邮件，

首次启动ON1 Photo RAW时，请使用您的ON1用户ID（在购买软件时设置的
身份）登录。如果您下载了该应用程序进行试用，则可以看到免费试用还剩
下多少天。

https://www.on1.com/login/
https://www.on1.com/login/
https://on1help.zendesk.com
https://on1help.zendesk.com


ON1 Photo RAW 2020用户指南                                                                                          第1部分：ON1 Photo RAW 2020 概述 5

调查，直接对话，市场分析和产品改进计划。产品改进计划内置于我们的软件中，并收集有关如何使用我们的软件
的信息。这是我们了解最重要的功能以及我们的产品如何适合您的工作流程的最准确方法。 

该计划的注册是自愿的。当您参加时，我们会收集有关您如何使用程序的基本信息以及有关计算机的基本信息。这
些信息可帮助我们了解哪些功能对您很重要，以及如何使我们的软件更易于使用。不会收集任何个人信息，也不会
与您联系。

您可以选择首次启动 ON1 Photo RAW 2020 时参加产品改进计划。您可以稍后更改参与方式，只需单击“帮助”菜
单，然后单击“帮助改进ON1 产品”。

 要了解有关产品改进计划的更多信息，请访问ON1.com 网站的支持区域。

解除安装ON1 Photo RAW 2020 

要卸载ON1 Photo RAW 2020 ，请按照以下说明进行操作：

 首先，停用产品：打开ON1 Photo RAW 2020然后从“帮助”菜单中选择“退出...”。 （这将使您可以将许可证转移到
另一台计算机。）

MACOS

1. 转到“应用程序” /“ON1 Photo RAW 2020 /“文档”文件夹。

2.  双击“删除ON1 Photo RAW 2020应用程序。

WINDOWS

1. 转到控制面板。 

2. 在“程序”下，选择“卸载程序”。

3.  在出现的列表中，选择ON1 Photo RAW 2020，然后单击“卸载”按钮。

处理文件

 ON1 Photo RAW 2020可以RGB颜色模式查看和打开以下文件类型，每个像素为8位或16位：

• 来自大多数主要相机制造商的原始文件（文件扩展名因制造商而异）

• 数字负片（DNG）

•  Photoshop（PSD）

•  Photoshop大型文档（PSB）

• 标记图像文件格式（TIFF）

• 联合图像专家组（JPEG） 

• 便携式网络图形（PNG） 

• 高效图像格式（HEIC）

 当您希望导出或共享图像时，Photo RAW 可以将文件保存为PSD，PSB，TIFF，JPEG和PNG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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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ON1 Photo RAW 2020还可以在“浏览”模块中查看和分类大多数标准视频格
式。虽然无法在 Photo RAW 播放或编辑视频，但可以执行文件管理任务和编辑元数
据。双击Photo RAW 的视频文件将启动计算机的默认视频播放器。

使用ON1 PHOTO RAW 2020时的文件访问 
 作为独立的应用程序

 当用作独立应用程序时， ON1 Photo RAW 2020在编辑照片时 ON1 Photo RAW 2020 相机制造商的原始格式用作
默认格式。ON1 Photo RAW 2020 的非破坏性编辑功能使您可以在“浏览”中查看原始文件（或上面列表中其他受
支持的文件类型），并在“编辑”模块中对其进行处理，而无需创建任何中间文件。目录中没有多种版本的图片； 
ON1 Photo RAW 2020记住您对照片所做的编辑，并将它们无损地应用于原始照片。 

这意味着不需要“打开”文件来编辑它们。您只需要根据需要使用它们，即使在处理分层照片时， ON1 Photo RAW 
2020也会在您浏览模块时记住您所做的编辑。仅当您希望以非原始格式导出或共享它们时，或者希望使用“调整大
小”模块时，才需要将它们保存为其他格式。 

将 PHOTO RAW 2020用作插件时的文件访问

如果您将 ON1 Photo RAW 2020 用作其他图像编辑应用程序（例如 Lightroom）的插件，则建议使用Photoshop格式
（.PSD）作为交换文件格式，以实现最大兼容性。如果您保存的文件大于2GB，或者一面超过30,000像素，则图像将
自动以.PSB（或大文档）格式保存。这是专为较大文件大小而设计的PSD格式的较新版本，并且与 Photo RAW完全
兼容。

 ON1 Photo RAW 2020模块 

 ON1 Photo RAW 2020 具有三个模块：浏览，编辑和调整大小。每个模块专注于一项任务，使您可以访问完成该任
务所需的内容。 “浏览”处理文件管理操作，“编辑”执行无损像素编辑（如果您选择的话）在分层工作流中，“调
整大小”用于放大图像，主要用于打印到大幅面打印机。 

当用作独立应用程序时，浏览是默认模块。它用于浏览驱动器和云服务以查找图像，以及导入照片和执行专门的图
像组合任务（例如创建HDR图像）。在这种模式下，当您从“浏览”到“编辑”模块中拍摄图像时， Photo RAW 2020
以非破坏性的方式工作，并在工作时保留您的编辑。

注意：在“调整大小”中打开图像是破坏性的。由于最终结果是通常用于打印的新的
缩放文件，因此Resize会创建基于PSD的图像副本，并将其保存到与原始图像相同的
目录中。 

在“编辑”模块内有四个选项卡：“显影”，“效果”，“局部调整”和“纵向”。每个选项卡都有一个特定的功能区域：
针对基本编辑进行开发，针对样式进行效果处理，针对图像中特定区域进行针对性编辑的本地调整，以及针对人像
修饰的人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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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选择器 

模块选择器位于屏幕右侧，始终可见。选择器顶部是用于浏览和编辑的图标。单击这些图标之一将带您进入该模
块。

当您在浏览中工作时，选择器的中央还会有四个图标，供组合照片时使用：图层，全景，HDR和聚焦。 （有关更多
信息，请参见 。“将照片与 Photo RAW相结合” <?>。）

选择器底部是“调整大小”图标，以及用于打印，共享或导出图像或组的图标。 （请参见  页上的“共享”<?>。） 

根据您正在使用的模块以及在哪里启动（独立模式）或使用 ON1 Photo RAW 2020作为插件时，某些模块或全部模
块可能会被禁用，具体取决于以下条件： 

• 如果将 Photo RAW 用作独立应用程序，则可以单击任何模块以转到该模块。

• 如果从 Photoshop ， Photoshop Elements或 ApplePhotos中访问 Photo RAW，则只能在“编辑”模块
中进行操作；其他模块将被禁用。您可以在中的不同标签之间自由移动  在此模式下进行编辑时，可
以创建图层，也可以在 Photo RAW 打印，共享或导出当前图像。

•  如果从 LightroomClassic CC中访问Photo RAW ，则只能使用从 Lightroom 选择的模块：“编辑”
模块（包括“显影”，“效果”，“肖像”和“局部调整”选项卡）或“调整大小”。但是，您仍然可以打
印，导出或共享当前图像。

注意： 仅当将 ON1 Photo RAW 2020用作独立应用程序时才能访问浏览。

使用 ON1 Photo RAW 2020 作为原始编辑器

当作为独立应用程序使用，独立于 Photoshop ，Lightroom或其他编辑应用程序时， ON1 Photo RAW 
2020最强大。以这种方式使用它使您可以访问所有模块以及具有无损编辑功能的完整的基于原始工作
流。 

 ON1 PHOTO RAW 2020 工作流程

 当用作独立的照片编辑器时，ON1 Photo RAW 2020 提供真正的无损原始编辑功能。这意味着您可以
在“浏览”模块中查看图像，在“编辑”模块的任何部分中打开原始文件，然后应用编辑（包括裁切，修
复和本地调整），并且 Photo RAW 将始终与原始文件一起使用。在任何时候，您都可以进入“显影”，“
效果”，“局部调整”或“人像”，并更改已进行的任何或所有设置。此外，当您使用图层时， Photo RAW
还将使用Photo RAW 特定的“ onphoto”文件格式以非破坏性格式保存您的作品。此格式保留所有图层
和编辑信息，并且，当您希望导出合成图像以用于共享或其他用途时，可以轻松地以Photo RAW支持的
任何格式导出它。 

ON1 PHOTO RAW 2020 的编辑管道

 您可以使用ON1 Photo RAW 2020对原始文件（或其他受支持的文件格式）进行许多编辑操作，包括对
曝光和颜色进行广泛的全局调整，效果的应用，裁切和润饰以及添加局部调整。到照片的各个部分。因
为必须有某种结构将编辑应用于原始文件的结构，所以了解将编辑应用于原始文件的顺序可能会有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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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每当您查看没有附加图层的已编辑图像时， ON1 Photo RAW 2020 都将按照以下顺序应用编辑：

1. 基本映像始终位于堆栈的底部。这是您的原始文件，您随时可以返回该文件。

2. 由于修饰（如去除灰尘，编辑瑕疵或皮肤瑕疵等操作）通常是许多摄影师对其图像进行的第一件
事，因此Photo RAW 首先应用这些操作。这样，所有后续编辑都将合并这些更改。

3. 接下来是在“开发”选项卡中应用的设置。这包括颜色配置文件，全局曝光，颜色校正，锐化和降噪
的应用，但可以在“变换”窗格中进行任何调整。

4. 接下来应用对图像进行的局部调整。 

5. 本地调整后，将应用任何变换操作。

6. 接下来将应用在“纵向”选项卡中进行的编辑。 

7. 最后应用“效果”选项卡中应用的所有滤镜。

8.  文本层位于图像堆栈上方。

9. 最后，对图像进行的任何裁剪或旋转信息都将应用于文件。 

当使用多层时，对每一层应用步骤1至7，最底层位于“堆栈”的底部，最顶层位于顶部。应用所有图层的编辑后， 
Photo RAW 添加任何文本，然后加上裁剪和旋转信息，以完成文档管道。

 您不必按此顺序编辑照片。这只是Photo RAW 2020 将您所做的编辑应用于图像的方式。例如，仅在更改“显影”中
的曝光设置或在“效果”中应用滤镜之后，您才可能发现灰尘点。然后，您可以使用Perfect Eraser删除斑点并继续进
行编辑， Photo RAW 2020 会将其应用在堆栈中的适当位置。 

注意： 虽然像 ON1 Photo RAW 和 Lightroom这样的编辑器可以打开和编辑原始文
件，但它们彼此不兼容。在一个程序中对原始文件所做的任何编辑在其他程序中都不
可见。为了获得最佳实践，通常应该选择一个程序作为您的组织/编辑工具。如果您想
将主要编辑工具从 Lightroom切换到 Photo RAW ，请参见  页码“将 Lightroom目录移
动到 Photo RAW 2019”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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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ON1 Photo RAW 2020用Adobe Photoshop

编辑从 Photoshop发送到 ON1 Photo RAW 2020 的图像时，您正在编辑 Photoshop当前选择的图层。默认情况下， 
Photo RAW会复制该图层，因此将保存原始图层，除非它是智能对象（请参见下文）。如果您想更改此首选项，请参
见 页面 <?>。

 可通过两种方式从 Photoshop 中访问 ON1 Photo RAW 2020，即从“文件”>“自动”菜单和“滤镜”>“ON1 菜单。
从“自动”菜单中，可以访问“编辑”模块以及“调整大小”模块的“显影”，“效果”和“人像”选项卡。从“滤镜”菜单
中，可以访问“显影”，“效果”和“人像”选项卡（无法从Photoshop 访问浏览。）

在ON1 Photo RAW 2020 有两个用于编辑图像的选项。选择哪种方法取决于您是否希望能够在 Photo RAW 重新编
辑图像。

在不保留PHOTO RAW 所做的更改的情况下，从 PHOTOSHOP 编辑PHOTO RAW 

要在Photoshop 使用Photo RAW，当您不希望能够重新编辑操作时 ， 请执行 以下步骤：

1.  在Photoshop 打开要处理的Photoshop 。 

2. 选择要处理的图层。 （根据您的插件首选项，如果要保留原始图层，请进行复制（“图层”>“复
制”））

3.  从“过滤器”菜单中，选择“ ON1，然后选择要开始的“编辑
模块”选项卡。

4. 编辑完照片后，单击 ON1 Photo RAW 2020 的“完成”按
钮。 

从PHOTOSHOP 编辑照片以保留在PHOTO RAW所
做的更改 

为了能够稍后在ON1 Photo RAW 2020重新编辑Photoshop图像，您将使
用 Photoshop 的Smart Object技术。为此，请按照下列步骤操作：

1. 在 Photoshop打开要处理的Photoshop 。

2. 选择要处理的图层。 

3. 右键单击该图层，然后选择“转换为智能对象”。

4.  从“过滤器”菜单中，选择“ ON1，然后选择要使用的选项卡。 

5. 编辑完照片后，单击“ Photo RAW 2020”中的“完成”按钮。 

要再次在 ON1 Photo RAW 2020 重新编辑您的智能对象层，请在 Photoshop 编辑
的智能对象层中双击 ON1模块名称。然后，Photo RAW 将启动该模块，并让您更
改以前的设置或进行新的设置。

 注意： 在Photo RAW 中为 Photo RAW添加一个图层（除了原始的基
础图层之外）时，无法实现智能对象的可编辑性。保存您的工作时， 
Photo RAW 将使图像变平，然后再将其发送回 Photoshop。 

右键单击Photoshop“图层”面板中的图层，可以选择将
图层变成智能对象。

重新编辑在Photo RAW中的Photoshop
图层中，双击“图层”调板的“智能滤
镜”部分中的模块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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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ON1 Photo RAW 2020 用 Adobe PhotoshopElements 

编辑从PhotoshopElements发送到 ON1 Photo RAW 2020 ，您正在编辑 Photoshop Elements的当前选定图层。默认
情况下， Photo RAW 会复制该图层，因此将保存原始图层。如果您想更改此首选项，请参阅“首选项”窗口（ 第页
<?> ）。

在 Photoshop Elements中可以通过两种方式从文件>自动化工具菜单或从滤镜> ON1 菜单访问ON1 Photo RAW 
2020 。从“自动”菜单中，可以访问“编辑”模块以及“调整大小”模块的“显影”，“效果”和“人像”选项卡。从“滤
镜”菜单中，可以访问“显影”，“效果”和“肖像”选项卡（无法从 PhotoshopElements中访问浏览。） 

在 PHOTOSHOP ELEMENTS中编辑照片

要在 PhotoshopElements中使用Photo RAW ，请执行以下步骤：

1. 在 Photoshop Elements中打开要处理的图像。

2.  选择要处理的图层。

3. 从“过滤器”菜单中，选择“ ON1 ，然后选择要开始的“编辑模块”选项卡。 

4. 编辑完照片后，单击ON1 Photo RAW 2020的“完成”按钮。

注意： PhotoshopElements不支持智能对象，因此一旦返回到Elements，在ON1 Photo 
RAW 2020 中完成的所有编辑都是最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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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 ON1 Photo RAW 2020 与  

 Adobe Lightroom 经典CC

 可以从 LightroomClassic CC中访问 ON1 Photo RAW 2020 ，从而提供图像的集成往返工作流。

 注意：  Lightroom  是类似于ON1 Photo RAW 2020 的原始编辑器；虽然这两个程序
都可以打开和编辑原始文件，但它们彼此不兼容。在一个程序中对原始文件所做的任
何编辑在其他程序中都不可见。为了获得最佳实践，通常应该选择一个程序作为您的
组织和原始编辑工具。如果您想使用 ON1 Photo 作为主要的原始编辑器，请参见有
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第37页上的13“将Lightroom 目录 移动 到 Photo RAW 2019” 
。

通过File菜单中的Plug-In Extras命令和Photo菜单中的Edit In命令，可以通过两种主要方法将 ON1 Photo RAW 2020
与Lightroom 一起使用。使用“照片”>“编辑位置”菜单可让您快速访问“编辑”模块，而“文件”>“ Plug-In Extras”
可让您访问“编辑”和“调整大小”模块，并允许您在 Photo RAW 打开多个图像作为“编辑”模块中的单个图层。

使用“插件额外功能”

从“文件”>“附加插件”菜单访问 ON1 Photo RAW 
2020 是访问该应用程序的首选方法。它使您可以访问
所有已安装的模块（“浏览”除外），并且在如何处理文
件方面具有最大的灵活性。要在 ON1 Photo RAW 2020 
编辑图像，请在 Lightroom 选择图像，进入“文件”菜
单，然后选择“插件额外功能”子菜单，然后选择您要
开始的位置。发生什么情况取决于您的选择：

•  如果选择“效果”，“  ON1 Photo RAW或“
人像”，则“ ON1 Photo RAW 将在“编辑”
模块内的该选项卡中打开，但是您可以在编
辑会话期间在其他选项卡之间移动。您也可以
在此过程中创建图层，但是当您返回 Lightroom 时，它们将被展平。 

• 如果选择“调整大小”，则只能在该模块中工作。

•  选择多个文件并选择“打开为图层”将在Photo RAW's编辑”模块中创建一个分层文档。由于Photo 
RAW分层文档无法在其他应用程序中读取，因此 Photo RAW 将创建一个新的分层.onphoto文件，并
将其保存为原始文件夹作为基础层图像。

可在LightroomClassic的“文件”菜单中找到“插件额外功能”子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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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附加插件时的文件创建特性

通过“附加插件”菜单访问ON1 Photo RAW 2020，有一些重
要的文件处理选项，这些选项在“Photo RAW 偏好设置”
窗口的“文件”选项卡中进行控制。这些需要根据您所需的
工作流程进行预先配置。设置完这些后，通过“插件额外功
能”子菜单发送到Photo RAW 2020 所有图像将使用以下特
征： 

• 文件格式：文件类型下拉菜单确定要创建的文件
类型。默认值为PSD，用于维护图层。如果您喜欢
这些格式，也可以选择JPG或TIFF。 

• 色彩空间 ：色彩空间下拉菜单确定使用哪种
RGB工作色彩空间； AdobeRGB 1998，sRGB或
ProPhoto RGB。

• 位深度 ：位深度下拉菜单确定位深度，每个像素
8位或16位。

• 分辨率 ：分辨率下拉菜单确定文件的分辨率。

 注意：  ON1 Photo RAW 2020不支持在较早版本的Photo RAW 使用的Smart Photos
格式。如果您希望保留图像的可编辑性，则必须以独立模式使用Photo RAW ，或使
用Photoshop智能对象”（如  页码“在Adobe  Photoshop使用ON1 Photo RAW2019” 
8。

 在 LIGHTROOM 使用“编辑于” 

要在“显影”，“效果”，“人像”或“调整大小”中快速编辑照片，请
在Lightroom 选择图像，进入“照片”菜单，然后选择“编辑方式”
子菜单，然后选择要使用的模块。如果选择任何“编辑模块”选项
卡从菜单中，您可以在 Photo RAW中的编辑过程中在其他选项卡
之间移动。 

使用“照片”>“编辑”时的编辑条件与使用“文件”>“附加插
件”时的编辑条件相同。退出 Photo RAW 时，将展平通过此方
法创建的任何分层文件。 

通过Lightroom的Plug-In Extras菜单将文件从Lightroom发送到Photo 
RAW时，将根据您在Photo RAW的“偏好设置”窗口的“文件”部分中的
设置来创建编辑后的文件。

要快速编辑Lightroom的照片，可以从Lightroom“照片”菜单中选择“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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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编辑方式时的文件创建特征

 使用“照片”>“在以下位置中编辑”子菜单时， Lightroom每次都
会询问您如何编辑所选图像。您具有三个编辑选项-使用Lightroom 
Adjustments编辑副本，该副本将复制文件，其中包括您在照片中进行的
所有编辑；编辑副本，该副本将复制原始照片，而无需在 Lightroom 进
行任何更改；或编辑原件，如果发送到 ON1 Photo 是原始文件，则此功
能不可用。

 您还可以设置文件类型（TIFF， Photoshop 或JPEG），结果文件的颜色
空间和位深度。 

将Lightroom 目录移动到 Photo RAW 

 如果您是 Lightroom 用户，并且希望将 ON1 Photo RAW 用作主要编辑应用程序，则可以使用我们的 Lightroom 
迁移助手将大多数目录设置和元数据从 Lightroom 传输到 Photo RAW 。甚至有一些警告，您甚至可以转移
在Lightroom编辑过的照片，以使其显示在 ON1 Photo并对其进行相应的（非破坏性）编辑。而且，它无需更改 
Lightroom目录或目录本身中的任何原始文件即可执行此操作。取而代之的是，我们使用机器学习以可重新编辑的
无损方式迁移实际的Lightroom 编辑。

 注意：此工具设计用于目录的一次性迁移，而不是持续同步更改。因此，迁移过程可
能需要很长时间。在迁移期间，您可以继续使用LightroomClassic和 ON1 Photo RAW 
2020 。迁移过程还可以临时使用存储映像的驱动器上的大量磁盘空间。开始之前，请
确保您有足够的空间。 

该工具执行以下任务：

•   Lightroom “文件夹”窗格中的顶级文件夹在Photo RAW 成为分类的文件夹。这些文件夹中的所
有照片和视频将被自动分类。

• 元数据更改中所作Lightroom 将被迁移，一个ñ ñ包括收视率，标志，关键字，描述，GPS数据，彩
色标签，方向，等等。

•  标准  Lightroom集合也将被迁移。但是，不会转换任何Lightroom 智能收藏Lightroom 。

•  在 Lightroom“开发”模块中进行的大多数原始处理和编辑设置都可以在 Photo RAW 内部无损迁
移（并且可编辑）。这些操作包括裁剪，修饰，局部调整，渐晕，降噪和锐化等等。 （请参见 在页面
上，“迁移了哪个 Lightroom设置？”16 以获得有关哪些设置被转移以及哪些不被转移的确切详
细信息。） 

要迁移目录，请在 Lightroom 其打开，然后从“文件”>“插件附加”中选择“将目录迁移到 ON1 Photo ”。将会打开
一个助手窗口。第一和第二 窗口的选项卡中有关于该过程的介绍。如果您想在“迁移助手”上查看其他任何最新信



ON1 Photo RAW 2020用户指南                                                                                          第1部分：ON1 Photo RAW 2020 概述 14

息，请单击“了解更多”按钮，这将带您进入 ON1 网站上的帮助页面。

准备好后，单击“下一步”按钮；这将带您进入“设置”标签，您可以在其中选择是否让助手转移您的标准Lightroom
收藏Lightroom（智能收藏 Lightroom 不可转让）以及在Lightroom任何显影调整。做出选择后，单击“下一步”按钮
转到“副本”选项卡。

注意：如果您迁移了Lightroom 目录，并且 Lightroom 中的照片设置不正确，请再次启
动“迁移助手”，转到“设置”选项卡，然后单击选项卡底部的“回滚”按钮。这会将您
的 Lightroom设置恢复为开始迁移过程之前的状态。 （回滚过程完成后，单击“取
消”按钮。） 

使用“副本”选项卡，可以将在 Lightroom对其进行了“ Lightroom调整的所有照片的副本导出到包含所有这些编辑
的新文件中。这些副本是根据“副本”选项卡中选择的选项创建的，并包括以下选项： 

• 文件类型 ：文件类型下拉菜单确定将创建哪种文件类型。默认值为PSD，用于维护图层。如果您更
喜欢那些格式并且不关心维护图层，也可以选择JPG或TIFF。 

• 色彩空间：色彩空间下拉菜单确定使用哪种RGB工作色彩空间；Adobe RGB 1998，sRGB或ProPhoto 
RGB。

•  位深度 ：位深度下拉菜单确定每像素8位或16位的位深度。

•  分辨率 ：分辨率下拉菜单确定文件的分辨率。

“简介”和“准备”选项卡为您提供有关Lightroom Migration助手的信息。单击了解更多按钮以访问ON1网站
以获取有关该过程的更多详细信息。 

“设置和份数”选项卡为转换操作提供了多个选项。



ON1 Photo RAW 2020用户指南                                                                                          第1部分：ON1 Photo RAW 2020 概述 15

 选中“副本”选项后，在 Lightroom 编辑的所有照片都将创建一个新副本，并与原始图像保存在同一文件夹中。迁
移过程完成后，这两个图像都将在 ON1 Photo RAW 2020内部可见。 

注意： 选择创建副本选项将创建对所有照片进行了任何调整的所有照片的副本，无
论是大照片还是小照片。这包括自动镜头轮廓分析或默认降噪等操作，某些人在将照
片导入 Lightroom 时将其用作导入预设。我们建议您检查目录，并确定如何最好地进
行迁移。在某些情况下，使用Lightroom “导出”对话框将已编辑的照片有选择地导出
到新文件夹，并将其作为新的分类文件夹添加到 ON1 Photo RAW 可能会更有利；或
者，您可能希望将它们组织在 ON1 Photo 。

 在“助手”窗口中设置选项后，单击“迁移”按钮。启动后，将执行以下步骤： 

1. 使用 Photo RAW插件，目录中所有图像的JPEG小版本（在迁移期间用于比较）将被导出到一个临时
位置，包含元数据 (.on1) 和编辑信息的单独的sidecar文件也被导出到一个临时位置。(.on1meta) 每
个图片。

2.  如果选中了“份数”选项，则这些图像也会被导出并保存
到与原始图像相同的文件夹中。 

3. 在 Lightroom完成此过程后，将启动 Photo RAW ，并且 
Lightroom 目录的文件夹将在“浏览”模块的“文件夹”窗
格中显示为“目录文件夹”。 （图像的缩略图最初将基于
上述步骤1中导出的临时JPEG。） 

4. 在后台， Photo RAW 将遍历已分类的文件夹，并使用 .on1meta文件中存储的信息执行转换过程，
以使 Lightroom 版本和新的 ON1 Photo RAW 版本之间的编辑对齐。

5.  在“浏览”中查看迁移的目录文件夹时，尚未转换的任何图像在缩略图的右下角将带有一个小的“ 
LR”徽章。 Photo RAW 完成该图像上的转换后，徽标将更改为小的“ +/-”徽标。 

6. 当 Photo RAW 完成每个图像上的转换时，将删除临时文件，并更新.on1 sidecar文件。

如前所述，该过程可能需要花费相当长的时间，尽管在 Lightroom导出组件完成后，您可以继续在 Photo RAW进行
工作。如果您退出Photo RAW 并稍后重新启动，则该应用程序将继续在后台运行，直到所有迁移的图像都转换为 
ON1 Photo RAW编辑。 

注意： 迁移 Lightroom Develop调整不会影响原始照片或其在Lightroom目录中的设
置。ON1 Photo RAW作用是将 Lightroom编辑的“ Photo RAW ”设置的“翻译”应用
于 Photo RAW“Photo RAW ”设置，并将这些编辑保存在 ON1 专用的sidecar文件中。
在“编辑”模块中打开已迁移的照片时，您会看到ON1 近似于您在 Lightroom 所做的
编辑。

 单击“迁移”按钮后，Lightroom 将开始将目录信息导出到
ON1 Photo RAW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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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移了哪些 LIGHTROOM设置？

 由于将编辑设置从一个原始开发环境移动到另一个原始开发环境很复杂，因此在迁移目录时，并非 Lightroom所有
设置都会转换。下表列出了Lightroom 功能（如果已转换），以及有关上述特定功能的一些说明。 

特征 转换了吗？ 笔记

资料夹 是  Lightroom 所有顶级文件夹都将成为 Photo RAW 顶级目
录文件夹。 

照片/视频 是 已添加目录文件夹中的所有照片/录像。这可能包括在 
Lightroom中未分类的一些照片。 Photo RAW 仅迁移可用
的照片，而不会迁移脱机卷中的照片。 

虚拟副本 是  Lightroom 虚拟副本成为 Photo RAW版本。 

堆栈 没有

馆藏 是 所有普通收藏都将迁移到相册。收藏集成为专辑集。智能
集合不会迁移。 

作物 是 

去除斑点 是 在“复制”模式下使用时，“去除斑点”将迁移到“复制图
章”。在“修复”模式下使用时，它将迁移到“完美橡皮擦”
。结果将不是像素的完美匹配，但通常会去除具有可比结
果的相同斑点。 

基本 是 相机配置文件与 Adobe和相机配置文件匹配。其他LUT或
自定义配置文件不会迁移。清晰度在 Photo RAW 称为结
构。除雾称为雾霾，外观会有所不同。 

黑，白 是 

色调曲线 是 参数曲线调整不会迁移，但基于点的曲线会迁移。 

HSL /颜色 是 您可以在“效果”的“颜色调整”滤镜中找到它。 

分割色调 是 您可以在“效果”的“分割色调”滤镜中找到它。 

详情 是 锐化和降噪算法之间存在显着差异。我们尽力将它们对
齐，但是在输出之前，可能需要手动调整其口味。 

镜头校正 是 如果我们有匹配的镜头配置文件，我们将应用自动镜头校
正。手动失真设置不会迁移。 

转变  没有 不幸的是，Lightroom的Transform功能非常不同，我们
找不到迁移这些设置的实用方法。您可以使用“在Photo 
RAW 中显影”中的“变换”窗格获得类似的结果。 

特效  是 您可以在“效果”中的“晕影”和“胶片颗粒”滤镜中找到
它们。

 相机资料 没有 配置文件是原始引擎开发人员专有的。

红眼睛 没有 您可以在“人像”模块中自动减轻红眼。 

分级过滤器  是 您可以使用“可调梯度”在“本地”模块中将它们作为调
整层。范围蒙版，莫尔条纹和Defringe目前不迁移。

 径向过滤器 是 您可以使用“可调梯度”在“本地”模块中将它们作为调
整层。范围蒙版，莫尔条纹和Defringe目前不迁移。

调整刷 是  您可以使用调整笔刷（包括“自动蒙版”功能）在“本地”
模块中将它们作为调整层找到。范围蒙版，莫尔条纹和
Defringe目前不迁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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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ON1 Photo RAW 2020与 Apple照片 

ON1 Photo RAW 2020与 Apple Photos紧密集成（仅适
用于macOS ），并提供无缝的体验来增强图像。

 如果在安装 ON1 Photo RAW 2020时计算机上有
Photos，则将安装相应的插件，但是您需要手动激活它
才能使用它。为此，请转到 Apple 的系统偏好设置，然
后单击扩展图标。在“扩展”窗格中，单击“照片”，然
后选中“ ON1 Photo RAW 2020选项。这样，您就可以
将图像从 ApplePhotos发送到 Photo RAW 2020。 （还
必须在“系统偏好设置”中打开“文件共享”，此功能
才能起作用。） 

要在 ON1 Photo RAW 2020 编辑图像，请执行以下步
骤： 

1. 在“照片”中选择要编辑的图像。

2. 单击编辑按钮。 

3. 在窗口右侧，编辑控件的底部，您将看到一个扩展弹出窗
口。单击该按钮，然后选择 ON1 Photo RAW 2020 。 （
一旦图像进入 Photo RAW 您就可以在所有“编辑”选项
卡之间切换。）

使用APPLEPHOTOS进行非破坏性编辑

 当您将图像从ApplePhotos发送到Photo RAW ，您应用的所有设
置都将与图像一起保存，以便您可以将图像完整地发送回Photo 
RAW，只要您随后不在Photos中编辑该图像。要重新编辑在Photo RAW处理的图像，请在“照片”中单击该图像，然
后执行上述相同的三个步骤。在 Photo RAW 打开图像后，您将看到在上一个会话中所做的所有更改。

在“照片”中对图像进行任何编辑更改后，您的“ Photo RAW 编辑将“加入”到图像中。您可以将图像再次发送到
Photo RAW，但是原始设置将不可见。

如果您希望保留原始的Photo RAW编辑，请在“照片”中复制图像（“图像”>“复制”），这将创建该文件的新虚拟
副本。然后，您可以编辑“照片”中的一个版本，使用另一个版本来保留您的 Photo RAW编辑。

在 Mac 上安装 ON1 Photo RAW 2020 ，必须打开照片扩展通过Apple的扩展程序
系统偏好设置。

在 Apple 照片，在编辑照片时单击扩展标签旁边的弹出菜单，
您将看到用于将照片发送到Photo RAW 2020的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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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加功能

ON1 Photo RAW 2020 支持许多可以在各种模块中使用的其他文件类型。这些文件称为Extras，文件类型包括： 

• 在“编辑”模块中使用的预设。 

• 在调整大小中使用的纸张（类型和尺寸）预设。

•  可以导入背景并与Photo RAW的图层功能一起使用。

• 可以在“图层和效果”中导入和使用的边框。 

• 可以在“层和效果”中导入和使用的纹理。

•  查找表（LUT），用于Effects的LUT过滤器。 

在安装 Photo RAW， ON1 在产品中包含许多附加功能，您可以创建自己的附加功能，也可以添加从ON1 网站下载
的附加功能。您可以使用Extras Manager导入和管理自己的Extras，为每种类型创建类别，以及删除不再需要的
Extras。

如何导入其他

要导入额外内容，请从“浏览”和“图层”中的“文件”菜单中选择“管理额外内容”，然后按照以下步骤操作：

1.  从顶部的选项卡列表中选择要导入的附加类型（预设，调整大小，背景，边框，纹理，LUT）。一次只
能导入一种类型的附加。

2. 单击左列页脚中的导入按钮。将出现一个对话框，您可以在其中选择要导入的文件。如果要导入整
个文件夹，请打开该文件夹，选择第一个文件，然后按住Shift键并单击最后一个文件。选择完成后，
单击“导入”。

Extras Manager允许您导入预设，纹理，背景，边框和查找表（LUT），以与ON1 Photo RAW 2020的不同模块一起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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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选择一个额外的类别来居住。在这里，您可以在ON1 Photo RAW 2020 找到它。您可以从现有类别
中选择或创建一个新类别。

导入额外项目后，您将在“额外项目管理器”中所选类别下的类别中看到它们。 

整理预设

Extras Manager的“预设”选项卡为您提供了其他选项，用于在“开发和效果”中使用大量预设。使用“预设”选项卡
时，您将看到“ +”和“-”按钮，可用于添加或删除类别到预设列表。

您还可以将子文件夹添加到任何“预设”类别中，这可以帮助组织和管理大量预设。您可以使用拖放操作将现有类
别移动到另一个类别，也可以通过单击类别，然后单击Extras Manager窗口中的“ +”按钮将类别子文件夹添加到现
有类别。 （在导入预设时，Photo RAW使您可以将预设添加到任何类别文件夹或子文件夹。）

除“导入”选项外，Extras Manager的“预设”部分还允许您导出预设，与其他用户共享或保存很少使用的预设以
用于存档。要导出完整的类别，请在窗口左侧的列表中单击类别，然后单击“导出”按钮。这将导出一个包含单
个.ONpreset文件的文件夹，该文件包括该类别中的所有预设。如果要导出单个预设，请从窗口右侧的列表中单击预
设，然后单击“导出”。

我可以导入什么类型的图像作为附加图像？

 背景和纹理可以是 Photo RAW可以打开的任何图像文件，包括JPEG，TIFF，原始或  Photoshop 文件。边界文件必须
具有较大的透明中央区域，因此只能将支持透明性的文件（例如PNG）作为边界导入。 LUT可以采用.3DL或.CUBE
格式。

注意：  如果下载.ONPreset或.ONP文件（供Develop或Effects使用），则只需双击即可
进行安装。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本指南的“预设”部分，从 页面 <?> 。

在“编辑”模块中对图层使用附加功能

您可以在“编辑”模块中通过添加新图层来查看其他内容并将其添加到任何打开的文档中。只需单击“图层”>“添
加图层”文件菜单可在屏幕上打开文件浏览器窗口，您可以在其中选择已安装其他功能或您计算机上的任何文件。

有关此内容的更多信息，请参阅“使用图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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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效果中使用附加功能

您可以在“效果”内部访问某些附加功能（边界和纹理）。要使用它们，请按照下列步骤操作： 

1. 将图像打开到效果中。

2.  在“过滤器选项”窗格中，选择“边框”或“纹理”过滤器类型。

3. 从类别弹出窗口中，选择已导入的类别。用户添加的附加类别将显示在类别列表的底部。

4. 从“纹理或边框”弹出窗口中，从所需类别中选择一个纹理或边框。 

注意： 上边框，纹理和LUT的过滤器的更多信息可在本指南的效果部分被找到，就 
页 <?>（边框），页面 <?>（LUT）和页面<?>（纹理）。

如何删除额外内容

您可以使用附加功能管理器删除导入的附加功能。按着这些次序： 

1. 在任何模块中打开Extras Manager（“文件”>“管理Extras”）。

2.  单击包含您要删除的内容的附加类型。这将显示该类型内的类别。

3. 要删除整个类别，请在左列中选择，然后单击左列页脚中的“删除”按钮。 

4. 要删除各个附加功能，请在右列中将其选中，然后单击右列页脚中的“删除”（“预设”选项卡中
的“-””）按钮。

删除多余内容是永久性的，无法撤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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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部分：使用浏览进行整理

ON1 Photo RAW 2020的浏览模块是功能强大且速度惊人的照片浏览器和管理器。无论您位于何处，它都为您提供
了一个查找，查看和管理图像的地方。

浏览是在拍摄后执行快速排序和编辑的理想环境：您可以导入，然后立即查看照片，而无需等待漫长的编目或预览
创建过程。您可以在“浏览”中进行评分，添加关键字和标志，甚至删除照片。

但是，浏览器还内置了一个完善的索引系统，该系统旨在让您轻松访问自己喜欢的图像文件夹；只需在“目录文件
夹”窗格中添加一个文件夹，它就会在后台将您的照片编入索引，从而为您提供增强的搜索功能，甚至可以更快地
访问最重要的照片。

浏览还可以让您将“编辑”模块中的任何 ON1 Photo RAW 2020 编辑预设直接应用于图像或图像组；您可以复制在
一张照片上所做的编辑，然后将其粘贴到另一张照片甚至是一组照片上。

浏览的一些主要功能：

• 无论身在何处，都可以快速找到照片：本地或网络驱动器以及基于云的服务。

• 快速，轻松地从相机，存储卡或其他设备导入照片。

• 快速将任何元数据（从创建者到关键字和GPS等）添加到一张照片或一组照片，并使用元数据模板
在导入过程中应用常用的元数据信息。

• 对重要的照片文件夹进行分类，以最快的速度跨多个来源访问最重要的照片，同时仍保留文件夹的
层次结构和位置。

• 以最适合您的方式查看和剔除拍摄中的照片，有四种不同的方式：网格，胶片，细节和比较视图。此
外，使用“地图”视图可查看在何处拍摄照片，或在没有GPS元数据的情况下向照片添加位置信息。

• 双显示功能使您可以更高效地工作。请在一个显示器上查看网格视图，在另一个显示器上查看细
节视图，或使用此模式在电视或投影仪上呈现照片。

• 将来自“编辑”模块的编辑预设应用于单个图像或一组图像，或将现有编辑从一个图像同步到一
组。

• 直接从浏览器中构建全景图，高动态范围（HDR）图像。

• 以不同的焦距混合多张照片以增加景深。

• 共享拍摄模式可让您连接 Nikon 或 Canon 相机，并在完全手动相机支持下直接拍摄照片。

• 根据创建日期或元数据信息的任意组合快速查找照片，包括一天中的时间，相机/镜头类型，文件
类型等。

• 通过选择照片创建快速相册，或使用过滤器根据元数据创建“虚拟”相册。

• 复制，移动，删除和重命名文件。

• 对图像进行排序，标记，评分或颜色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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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1 浏览主屏幕概述

浏览模块有三个主要部分：屏幕左侧的“浏览/预设”面板，中间的“预览”窗口和右侧的“照片信息”面板。

浏览模块的主要组件包括：

A. 捷径：这个调色板中包含的快捷方式到您最常见的照片存储位置。

B. 首选项/帮助图标：访问 ON1 帮助菜单或 Photo RAW的首选项窗口。

C. 浏览/预设面板：通过单击选项卡，在浏览面板和预设之间切换。

D. 文件夹窗格：显示已分类的文件夹，本地磁盘和云资源。

E. 相册窗格：此窗格允许您创建相册或图像集合。相册可以分组为子文件夹，以方便组织。

F. 日期窗格： 根据拍摄日期搜索照片。

G. 过滤器窗格：基于任何元数据在图库中搜索照片，并保存搜索以供日后查找。

H. 系留拍摄窗格： 这可让您将相机连接到计算机；您可以直接从相机拍摄图像到 ON1 Photo RAW。

I. 最近窗格：跟踪最近打开的文件和文件夹。

J. 视图选择器：（图标从左开始）打开/关闭“浏览/预设”面板；开启和关闭双重显示模式；在
Grid，Detail，Filmstrip，Compare和Map视图之间切换。

K. 预览：您可以在其中以缩略图或详细信息视图查看图像的窗口。

L. 缩略图大小/排序选项：滑块调整缩略图的大小，而“排序依据”弹出窗口根据标准选择标准（例如文
件名，捕获日期等）调整排序顺序。 （您也可以创建自己的自定义排序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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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面包屑：这将在“预览”区域中显示所选图像或文件夹的路径，并显示您正在查看的文件和文件夹
的数量。

N. 原始预览模式： 可让您设置在“细节”模式下查看照片的方式。快速将使用照片中的嵌入式预览，
而精确将生成色彩平衡的预览。 

O. 信息窗格：此部分将在可用时为您提供有关图像的详细元数据。 （在“胶片”，“详细信息”和“比
较”模式下查看时，还会显示“导航器”和“直方图”窗格。）

P. 元数据窗格：此窗格将显示所选图像的元数据。

Q. EXIF / IPTC信息：显示有关所选文件的其他详细信息。

R. 关键字列表：图像目录中所有关键字的列表。

S. 全部重设/同步：使用这些按钮可以同步一个图像在另一图像（或组）上的编辑设置。全部重设将从
选定的图像或图像组中删除在“编辑”中所做的所有编辑调整。

T. 模块选择器：用于切换到 ON1 Photo RAW 2020内部的其他模块。

U. 全景/ HDR /焦点：在浏览中选择多个图像时，使用这些按钮可以创建全景，高动态范围（HDR）或
聚焦堆叠的图像。 （请参阅 有关使用这些功能的信息，请参阅 <?>第页上的“将照片与Photo RAW  
相结合” 。）

V. 导出/打印/共享：导出（调整大小），打印和共享所选照片的快捷方式。底部的图标将打开并关闭“信
息”窗格。

浏览和预设面板

在屏幕的左侧是两个面板，浏览和预设。单击屏幕顶部的选项卡将使该面板可见。您可以通过单击面板左下方和右
侧底部的“显示/隐藏面板”图标来完全隐藏左侧面板。 （您也可以使用Tab键同时显示和隐藏两个面板。）

浏览面板

“浏览”面板由五个窗格（文件夹，相册，日期，过滤器和“最近”）执行或显示与文件相关的活动，以及一个窗格“
系留拍摄”，该窗格用于将 Nikon 或 Canon 相机中的图像直接捕获到您的相机中。通过USB连接的计算机。

提示： 可以通过单击窗格的标题栏来折叠每个窗格。当您将光标移到标题栏上时，
可以看到“隐藏/显示”链接，但是整个标题栏都是可单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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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夹窗格

您可以在“文件夹”窗格中查找照片。它包含计算机上所有磁盘驱动
器，装入的驱动器，服务器共享和云存储服务的列表。文件夹窗格具
有三个组件：目录文件夹，本地驱动器和云存储。单击任何这些部分
中的项目将在“预览”区域中显示该文件夹的内容。

分类文件夹

分类文件夹是您最喜欢或最常用的照片文件夹的快捷方式。指定为已
分类目录的文件夹被缓存在后台，以提高加载这些文件夹（和子文件
夹）及其照片的速度，使其非常适合组合，最佳照片或主要照片库。

使用“过滤器”功能在多个文件夹中搜索照片时，分类文件夹也是必
需的。

您可以通过单击“文件夹”窗格顶部的“ +”按钮，或将某个文件夹
从“预览”区域拖到“ +”按钮上，来将任何可用的文件夹设置为分
类文件夹。编目过程旨在在后台进行，因此不会影响您在任何 ON1 
Photo RAW 2020 模块中所做的其他工作。当应用程序对文件夹进行
分类时，您会 在文件夹名称旁边 看到一个 进度圆圈；文件夹分类后，
圆圈将消失。

添加目录文件夹时，系统将提示您选择在目录编制过程中生成的预览的大小。三个缩略图选项是：

• Standard，它提取图像元数据和EXIF缩
略图，并创建高质量的缩略图和适合屏幕
大小的预览。

• Medium，它提取元数据，EXIF缩略图并
创建高质量的缩略图。

• 最小，仅提取元数据和EXIF缩略图。

对于大多数用途，您将要选择默认的预览大小“标
准”，但是如果您使用的系统上磁盘空间有限，或者
与目录文件夹建立了网络连接，请选择“中”或“最
小”。

要删除目录文件夹，请右键单击窗格中的文件夹，然后选择“删除目录文件夹”。

本地驱动器

浏览会自动识别计算机内部或连接到计算机的任何磁盘（卷）。这包括内
部和外部硬盘驱动器，光盘驱动器，拇指驱动器，数码相机存储卡，数码相
机，任何支持USB大容量存储的设备以及网络附加服务（包括 Windows上
的映射卷）。

磁盘显示在“本地驱动器”部分下的“文件夹”窗格中，旁边有一个硬盘图
标。请记住，某些磁盘（例如光盘驱动器）通常是只读的。您将能够打开照
片的副本，但是会提示您将图像保存到新位置。

“文件夹”窗格分为三类：“目录文件夹”，“本地驱动器”
和“云存储”。 

分类目录文件夹的默认预览大小为“标准”，但是如果您在磁盘空间有限的系统上工
作，或者与分类目录文件夹建立网络连接，则可能会发现较小的预览大小是一个更好
的选择。 



ON1 Photo RAW 2020用户指南                                                               第2部分：使用浏览进行整理 25

云存储服务

浏览支持 Dropbox， Google Drive和 Microsoft OneDrive云存储服务。这些服务（在计算机和其他设备上安装时）
会在计算机上保留图像的本地副本，而“浏览”会自动查找并监视这些位置。如果您编辑存储在这些位置之一中的
图像，它们将自动更新到云中。

在安装过程中， ON1 Photo RAW 2020 自动查找这些服务的默认安装位置。如果您没有安装这些服务之一，或者将
其安装在非标准位置，则在单击源时将要求您安装或找到该文件夹。您可以在首选项中隐藏不使用的服务。

导航源

要在“文件夹”窗格中查看任何文件夹的内容，请单击文件夹名称旁边的三角形。这将在“预览”区域内的所选文件
夹中显示照片和子文件夹。要查看子文件夹的内容，请在“文件夹”窗格中单击子文件夹，或在“预览”区域中双击
该子文件夹。 （您可以使用“预览”区域顶部的面包屑栏导航回到文件夹系统的顶部。）

使用捷径

“浏览”面板左侧的“快捷方式”选择器旨在将您带到六个特定位置，并在“预览”窗口中显示其内容。图标从上至
下分别代表您的桌面，图片文件夹，目录文件夹，本地驱动器，云源和相册。单击其中一个图标会将预览窗口的视图
更改为所选的快捷方式。

默认情况下，“图片”快捷方式使用“我的图片”文件夹（Windows）或“图片”（Mac）。您可以在“偏好设置”窗口
的“常规”部分中更改默认位置（请参阅 上的“常规设置” <?>）。

当您隐藏了“浏览”面板以最大程度地在“预览”窗口中查看时，快捷方式很有用。

在浏览中管理文件和文件夹

删除文件夹

要删除文件或文件夹，请在其上单击并按Delete键，或右键单击并从上下文菜单中选择“删除”。然后，确认您希望
将文件移至回收站。如果选择了多个文件和/或文件夹，它将全部移至回收站。如果输入有误，可以使用“撤消”命
令，尽管某些文件或文件夹（如网络卷上的文件或文件夹）必须立即删除并且无法撤消。

重命名文件或文件夹

您可以通过选择文件或文件夹，然后从右键单击上下文菜单中选择“重命名文件”来重命名。这将显示一个简单的
窗口，您可以在其中输入图像的新名称。

如果选择多个文件，则从上下文菜单中选择“重命名文件”将为您提供用于批量创建新文件名的其他选项。有四个
选择：

• 当前文件名， 它将文件的原始名称用作新名称的一部分。

• 文本，它使您可以将任何静态文本（位置，拍摄名称等）添加到文件名中。

• 序列号，您可以从一个特定的编号开始对一组图像进行排序。您可以使用前导零来保留文件名的排
序顺序，并且可以以任何数字开头。 

• Date，将自动获取图像的捕获日期，并以12种不同日期格式中的任何一种将其应用于您的新文件
名。 

您可以按希望的任何顺序和数量使用四个字段中的任何一个。单击“ +”按钮添加一个新字段，然后单击“-”按钮
删除一个字段。在命名时，示例文件名会显示在窗口顶部。设置好订单后，单击“应用”按钮以运行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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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一个新文件夹

您可以从预览区域的右键单击上下文菜单中创建一个新文件夹，或者在“编辑”菜单中选择“添加子文件夹”。这将
在所选文件夹内创建一个新文件夹；如果在预览区域中选择了文件，则还可以选择将选定的图像移动或复制到新
文件夹中。

复制和移动文件和文件夹

您可以按照在计算机上习惯的方式来复制和移动文件和文件夹。您可以选择文件和文件夹，然后使用“编辑”>“复
制”命令将它们复制到剪贴板，然后使用“编辑”>“粘贴”将它们粘贴到“浏览”内部或外部的新位置。例如，您可以
使用它将文件或文件夹从一个位置复制到另一个位置，或将图像附加到电子邮件。

您还可以使用熟悉的拖放功能来复制或移动文件和文件夹。如果文件或文件夹位于同一驱动器上或将其复制到另
一个驱动器上，则将其移动。您可以拖放浏览模块。

注意： 由于 Photo RAW 2020的工作流程具有非破坏性，因此复制照片并将其粘贴到 
Photo RAW 外部将粘贴原始文件。如果要合并任何“编辑”模块更改，请使用“导出”
或“快速导出”命令来获取带有编辑内容的照片版本。

在Finder中显示/在资源管理器中显示

要在Finder（MacOS）或Explorer（Windows）中查看文件或文件夹，请
在“预览”区域中右键单击图像或文件夹，然后从弹出菜单中选择“在
Finder中显示”或“在Explorer中显示”。

更改文件夹的缩略图预览

默认情况下， Photo RAW 从文件夹中选择一个图像用作该文件夹的预
览缩略图。要更改此设置，请双击文件夹图标，然后选择要用作缩略图的
照片。右键单击照片，然后从弹出菜单中选择“设置文件夹预览”。

专辑窗格

ON1 Photo RAW 2020的相册功能可让您整理或跟踪项目，事件甚至更广
泛的类别（如作品集）上的照片。通过手动选择图像并通过将照片拖放到

通过“重命名”对话框，您可以为一组图像创建复杂的文件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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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格中将它们添加到新（或现有相册）中来创建相册。您还可以将相册嵌套在一起以帮助管理您的收藏。

建立相簿

单击窗格中的“ +”图标，然后从弹出菜单中选择“创建专辑”。您还可以通过选择照片并将其拖到“相册”窗格中
的“ +”图标上来创建相册。

将照片添加到现有相册

有多种添加照片的方法：

• 将照片拖放到相册名称上。

• 选择一个或一组照片，右键单击该照片，然后从弹出菜单中选择“添加到相册”。

• 选择专辑>添加到专辑，然后从菜单中选择目标专辑。

• 您还可以复制照片并将其粘贴 到相册中：单击照片，选择“编辑”>“复制”，然后在“相册”窗格中
单击相册，然后选择“编辑”>“粘贴”。

从相册中删除照片

要从相册中删除照片，请在相册中选择它们，然后从“相册”菜单中选择“从相册中删除”，或右键单击照片并从弹
出菜单中选择“从相册中删除”。

删除相册

要删除相册，请右键单击相册名称，然后选择“删除”。

当您单击嵌套的专辑集时，“浏览”将显示子专辑。双击子相册将打开该相册。如果要查看嵌套相册集中的所有图像，请单击“浏览”窗口底部的“显示子相册内容”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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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在 ON1 Photo RAW 2020 版本的 Photo RAW发现的“智能相册”功能已在 
ON1 Photo RAW 2020 删除。展开的“滤镜”窗格可让您查找和保存根据特定条件（
日期，相机类型或更多）自动填充的照片集。 Photo RAW2020安装程序会将所有以前
的智能相册转换为“相册”窗格中的静态相册，并在“过滤器”菜单中将其保存为样
式。查看 页面上的“过滤器窗格”28了解更多。

更改相册缩略图预览

要更改嵌套相册的预览缩略图，请双击相册名称，然后选择要用
于预览的照片。右键单击照片，然后从弹出菜单中选择“设置相册
预览”。

嵌套相册

 要创建一组嵌套相册，请先通过单击“相册”窗格中的+图标来创
建空白相册。通过将所需的相册拖放到“相册”窗格中的新相册
上，可以轻松地将子相册添加到该新的主相册集中。当您单击主相
册时，“浏览”将在文件夹样式视图的“预览”区域中显示属于该
集合的相册。双击相册图标将显示该相册的内容。要查看主相册
集中的所有图像，请单击“浏览”窗口底部的“显示子相册内容”按
钮。

注意：如果将相册拖到已经包含图像的现有相册上，您将在根目录下看到顶级相册的
图像，以及所有子相册。

要将子相册从母版相册移到顶级“相册”级别，请将其拖放到母版中，或右键单击子相册名称，然后选择“移至顶
部”。

日期窗格

Photo RAW“日期”窗格提供了一种根据拍摄时间查找分类图像的快速方法。使用简单的时间轴界面，您可以按年，
月和日细化到照片库。它使搜索生日和假日照片之类的事情变得轻而易举。

打开“日期”窗格，您将看到年份列表，其中当前年份在顶部（列表中仅显示在其间拍摄照片的年份）。单击一年将
显示该年内拍摄的所有照片。单击年份左侧的三角形将显示其中包含照片的所有月份的列表，并且您可以继续向下
钻取至日期级别。单击任何级别（年，月，日）将显示该时间段内拍摄的所有照片。

“日期”窗格仅适用于已分类的文件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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筛选窗格

“过滤器”窗格旨在根据各种特定于照片的标准以及其中嵌入的
元数据，帮助您在照片库中查找照片。您可以根据喜欢，标签和
星级，日期，关键字以及几乎所有元数据（从相机机身和镜头到
光圈，ISO设置，一天中的时间等）进行过滤。

筛选器在搜索位置上非常灵活：它们可以应用于当前文件夹视图
或相册，也可以搜索已分类的文件夹。您还可以将任何过滤器另
存为预设样式，以便将来再次使用。 

该窗格有两种模式：简单和高级。在“简单”模式下，您可以根据
喜欢，星级，颜色标签，时间或基本文本字符串进行过滤；此模
式下的所有选择都将与所有找到的选定标准匹配。

“高级”选项使您可以根据几乎所有可能的元数据类型或与照片
相关联的文本信息来查找照片，并且可以将过滤器设置为匹配所有或任何选定条件。

使用“过滤器”窗格

要使用“过滤器”窗格，请转到要过滤的图像（或相册）文件夹，单击“过滤器”标签左
侧的按钮并设置条件。如果要基于分类的文件夹进行过滤，只需单击窗格中的“搜索分
类的文件夹”选项。 （要关闭窗格，只需再次单击“过滤器”按钮。） 

“过滤器”窗格的顶部是一组常用的预设样式：“喜欢”（设置了“喜欢”标志的任何照
片），“五颗星”，“最近”（过去30天的照片）和“已分类”。单击任何一个将在您分类的
文件夹上运行该过滤器。单击窗格最右侧的“更多”图标，将为您提供预设样式和用户
定义样式的列表，您可以在其中选择其他过滤条件或将当前过滤器另存为新样式（如
果正在使用，则进行更新）现有过滤器之一）。 

样式下方是用于执行快速过滤器操作的其他选项：

• 标记： 喜欢（由填充的心表示），不喜欢（X）或未设置（空心）。单击图标
以启用该设置。

• 星级从零到五： 单击星星左侧大于或等于的符号以获取弹
出菜单，通过该弹出菜单，您可以设置过滤器以显示确切的
星星数量，大于或等于星，或少于或等于星数。

• 颜色标签： 单击颜色会找到所有应用了该标签的照片；您
可以通过单击其他颜色来选择多个颜色标签。

• 日期范围： 弹出菜单中有几个预设的相对日期范围。您还
可以通过从弹出菜单中选择“自定义”或单击弹出窗口右侧的
日历图标来设置自己的日期范围。

• 文本搜索： 您可以在搜索字段中键入以查找包含文件名，
元数据，关键字或描述中的文本的图像。

• 搜索目录文件夹： 此设置会将过滤器应用于所有目录文件
夹。

请记住，选择这些选项中的任何一个都会根据所有选择的选项（即3星
和红色标签）对照片进行过滤。要使用其他选项进行过滤，或根据任何
条件（即3星或红色标签）进行过滤，请单击“高级”三角形。

除了窗格顶部的四种预设样式
外，还可以通过“更多”弹出窗
口访问其他样式。

简单的“过滤器”视图使您可以快速搜索当前文件夹视图，专辑或
分类的文件夹，其中包括标志，等级，标签，时间和文本。

“过滤器”窗格中的“高级”部分使您可以从几乎每种
元数据类型中进行选择。在此，过滤器将查找使用
SonyA7RIII相机和16-35mm镜头创建的所有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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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高级过滤选项

“过滤器”窗格的“高级”部分使您可以添加更多离散搜索选项，选择多个条件进行搜索，然后将这些选项设置为
根据任何或所有选定条件进行过滤。通过单击高级三角形创建高级过滤器，然后从“高级”选项卡正下方的弹出菜
单中选择“匹配所有条件”或“匹配任何条件”。

默认情况下，“匹配”菜单下的弹出窗口设置为“所有”，该选项右边带有一个空文本框。如果您想将过滤器缩小到
更精确的元数据，请单击弹出菜单，然后从列表中选择一种高级选项。这些选项的范围从相机元数据（相机，镜头，
焦距，光圈，快门速度和ISO）到描述性元数据（关键字，作者，说明）；特定于图像的信息（文件路径，文件类型，方
向，以像素为单位的高度，以像素为单位的宽度）；对象类型（版本，原始，视频）。另一种过滤器是“时间”，可让您
根据拍摄时间选择图像。您可以选择上午，下午，晚上或晚上。 

选择过滤器后，单击过滤器右侧的字段，然后输入（或选择）要过滤的信息。许多高级过滤选项已预先填充了来自
库中索引元数据的数据，而其他一些则允许您在选择字段中输入文本。 （“所有内容”过滤器会在与照片关联的所
有元数据中查找文本。）

要选择其他过滤选项，请单击“过滤器”窗格底部的“添加”按钮，然后从弹出窗口中选择另一个条件。

保存和修改过滤器 

如果发现重复使用相同的过滤器操作，则可以将其另存为样式。只需创建过滤器，然后从窗格顶部的“更多”弹出
菜单中选择“保存新样式”，然后为样式指定一个描述性名称。现在它将显示在“更多”菜单的底部。要删除用户
样式，请从“更多”弹出窗口中选择“删除样式”，然后选择要删除的样式。 （您只能删除生成的样式，而不能删除
Photo RAW安装的默认样式。）

您还可以通过更改过滤器来更新现有样式，无论它是默认过滤器之一还是您自己的样式。为此，请在窗格中选择
所需的过滤器，进行所需的更改，然后选择“使用当前设置更新样式”。

例如，您可能希望将“捕获的今年”过滤器更改为仅过滤1星或更大的照片。从弹出窗口中选择过滤器，然后单击1星
图标，然后更新样式。

系留射击 

系留拍摄窗格可让您远程控制通过USB连接到计算机的相机，并
将图像从相机捕获到计算机中。系留拍摄用于在工作室环境中拍
摄和保存图像，并在计算机显示屏上立即显示图像。这是在工作
室中调整灯光和构图的绝佳方法。

要开始进行束缚式拍摄，请使用适当的USB电缆将相机连接到计
算机（如果相机没有随附手册，则相机手册中应包含所需电缆上
的信息）。打开相机，然后在“系留拍摄”窗格中，通过单击窗格
名称左侧的按钮来打开窗格。

  Photo RAW将搜索连接的相机，如果找到，它将打开“导入”窗
口。在该窗口右侧的面板中，您可以选择许多选项来保存链接的镜头，包括文件名和位置，元数据，任何“显像”
或“效果”设置以及时间调整。导入设置窗口的文件命名部分基于批量重命名功能， 页面25。 （请参阅 第“将
照片导入浏览”43有关“导入”窗口中窗格的说明。）

选择了绑定的导入设置后，单击“导入”窗口右下方的“开始拍摄”按钮，这将关闭该窗口。现在，“系留拍摄”窗格将
选择您的相机型号，并且当前拍摄设置在窗格底部的表中。设置包括从左到右，从上到下，快门速度，光圈，ISO，相
机拍摄模式（手动，光圈/快门优先），曝光补偿和白平衡。任何具有下拉菜单的设置都可以让您更改该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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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击窗格中的“射击”按钮将使用当
前相机设置进行拍摄，并将其保存到
在“导入设置”窗口中选择的位置。如
果您处于“网格视图”中，则图像将
显示在缩略图网格末尾的开始处，具
体取决于您如何设置排序顺序。如果
您处于“详细信息”或“幻灯片”视图
中，则系留的图像将出现在“预览”区
域中。

 完成拍摄后，通过单击窗格标题旁边
的按钮来关闭“束缚拍摄”窗格，关闭
相机，然后将其与计算机断开连接。

注意： ON1 Photo RAW 
2020 的共享拍摄功能目前支持大多数 Canon 和 Nikon数码单反相机。在 ON1的支持
网站( on1help.zendesk.com）上查看其他相机型号。

最近

“最近”窗格跟踪最近打开的文件或手动浏览的文件夹。文件按上次打
开的顺序列出。您可以通过单击所需的文件来访问此窗格中的最新文件，
该文件将显示在主预览窗口中。 “最近使用”窗格仅显示在浏览中打开
的文件，而不显示从Lightroom，Photoshop，Elements或Apple Photos打开
的文件。

您可以通过按下标题栏中的“ x”图标来清除最近的列表。

在预览区域中工作

“预览”窗口是“浏览”工作区中最大的部分。在这里，您可以根据通过“浏览”面板选择的文件夹，相册或过滤器，
以缩略图或详细视图查看图像的文件夹。 “预览”窗口中有五个主要视图：

• 网格，显示图像缩略图的网格。此视图还显示文件夹，使您可以快速上下移动文件夹层次结构。

• 细节，您可以通过双击缩略图来获得。您可以在“适合窗口”视图中查看此图像，也可以放大以查
看更多细节。

• Filmstrip，它在屏幕底部显示来自文件夹或相册的图像带。当前选择的图像显示在该条上方的预览
区域中；使用箭头键在文件夹中移动，或单击幻灯片中的图像在预览区域中查看。

• 比较 ，使您可以在预览区域内的单独窗格中查看一组照片。您可以放大一个或所有选择，并锁定
平移，以使当您在一张照片上移动时，其他照片也随之移动。使用“比较”，您可以快速找到最佳图
像，无论是构图，清晰度，面部表情还是其他方面。

• 地图， 可用于显示具有基于GPS的位置数据的照片的位置，或搜索随后可应用于照片或照片组的

打开“系留拍摄”窗格时，或者单击窗格中的“导入设置”按钮时，您将看到“导入”窗口，您可以在其中设
置保存系留快照，重命名它们，添加元数据等的位置。

https://on1help.zendes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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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

您可以通过单击窗口底部的视图选择器或使用键盘快捷键（分别为G，F，C，E和M）来更改不同视图之间的查看模
式。 

快速预览模式

有时候，当您拍摄完照片后回到电脑时，您希望能够快速浏览大量照片，以寻找最佳照片。ON1 Photo RAW 的快速
预览模式可让您做到这一点。只需从“浏览”窗口底部的“ RAW预览”弹出窗口中选择“快速”，您就可以在照片之
间快速切换，并且每次拍摄之间的间隔很小。

 如果您比快速预览更关注色彩准确性，请从“ RAW预览”弹出窗口中选择“精确”。ON1 Photo RAW将使用照片的
嵌入式颜色配置文件生成 ON1 Photo RAW的全分辨率预览。根据要处理的原始文件的大小，这将需要几秒钟的时
间，但是您将更好地了解照片中的实际颜色。

永久缩略图缓存

浏览照片文件夹时，“浏览”将缓存缩略图和预览图像以及提取的元数据。这将使用户第二次浏览文件夹时更快。
它还存储用户添加或调整的元数据，例如等级，标签，关键字，字幕，旋转和GPS数据等。 （您可以在 ON1 Photo 
RAW 2020 “首选项”窗口的“性能”选项卡中调整缓存的大小并更改缓存的存储位置。）

焦点和剪切视图

在查看照片时，通常会选择一组照片中最好的图像进行编辑，因此通常要同时考虑曝光和清晰度问题。为了帮助您
解决此问题， Photo RAW提供了两个浏览辅助工具，可在“浏览”和“编辑”模块中使用：“剪辑”和“聚焦蒙版”叠
加。在“浏览”模块中，您可以在“细节”，“胶片”和“比较”模式下显示这些覆盖图。在“编辑”模块中，覆盖图可
以显示在任何选项卡中。

剪裁

当图像中的阴影和高光色调突然被切割为完全白色或黑色，而不
是平滑褪色时，便会发生剪切。 （照片中大范围的白色像素通常
被称为“高光”高光，并且可能使观看者分心。）以原始格式拍摄的
好处之一是，尽管许多照片将具有纯白色或白色区域。最初在屏幕
上查看时为黑色，则原始图像中仍然有可恢复的数据。裁剪叠加
可以帮助您确定照片可能有多大的问题，以及修复的难易程度。

要临时 显示剪贴 画，请按J键。要在每张照片之间移动时将其永久
打开，请选择“视图”>“显示剪辑”，或按键盘上的Alt（Windows）
或Option（Mac ）J。

裁剪视图覆盖显示其中包含纯白色或纯黑色的区域。带有亮蓝色
覆盖的区域表示纯黑色像素，而带有亮红色覆盖的区域表示纯白
色像素。  剪切视图显示带有纯红色像素的纯白色像素和带有纯蓝色像素

的纯黑色像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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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面罩

如果不放大至100％或更高，通常很难查看照片的清晰度，并且
如果拍摄中有很多照片，则检查该级别的对焦可能有点乏味。幸
运的是，Photo RAW“聚焦蒙版”覆盖层可以帮助您将照片拍摄
到最清晰的照片。

要打开“聚焦蒙版”，请选择“视图”>“显示聚焦蒙版”，或按
Shift-Alt / OptionJ。图像中最清晰的区域将由亮绿色的叠加层表
示。当您在文件夹中的照片之间移动时，您可以通过叠加的强度
来判断在需要的地方清晰度是否令人满意。即使放大照片，遮罩
也会继续显示。

在网格视图中工作

网格视图显示使用“文件夹”或“相册”窗格选择的文件夹和图
像的缩略图。您可以在Grid视图中执行许多操作，包括：

• 使用面包屑进行导航（“ <”按钮位于一个文件夹上）。

• 在“网格”视图中选择图像，然后在其中一个编辑选项卡中打开照片。 

• 使用屏幕底部的滑块或使用键盘上的“-/ +”键调整缩略图的大小。 

• 当您要查看所有子文件夹的内容时，请选中“显示子文件夹内容”（仅在查看目录文件夹时有效）。 

在网格视图中对照片进行排序

 在“网格”视图中工作时，可以通过选择窗口底部的“弹出方式”弹出窗口以多种不同方式对缩略图进行排序。排序
选项包括：捕获或修改的日期；颜色标签；文件名，类型或大小；和评级。

您还可以通过在网格窗口内拖动缩略图来创建自定义排序顺序。单击并拖动缩略图，使轮廓位于两个图像之间，然

网格视图，侧面面板处于隐藏状态。 

“聚焦遮罩”选项以绿色覆盖层显示清晰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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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松开。

以这种方式更改图像顺序后，“排序”弹出窗口
将更改为“自定义”，并且Photo RAW将记住该
文件夹的排序顺序，直到您更改它为止。 （当
您查看相册时，自定义排序也起作用，并且记住
了自定义顺序。）

在“排序”弹出式窗口的底部是用于按升序或
降序对视图进行排序的设置。选择其中一个选
项将相应地重新排列视图。如果您具有自定义
排序顺序，则选择这些选项将以相反的顺序更
改视图。

详细视图中的工作

在“详细信息”视图中，您可以获得照片的全屏版本。当您进入细节视图
时，您的图像将以“适合”模式显示，显示整个图像。您可以单击图像放大
到100％。这对于判断小细节和清晰度很有用。单击放大的图像将返回到“
适合”模式。您可以单击并拖动放大的图像环顾四周。当您在图像之间移
动时，将保持缩放模式，因此可以在多个帧中比较同一点。

在“导航器”窗格中，您可以重新放置预览并更改放大倍数。 （您还可以
查看和调整当前图像的等级和标记标签。）

在“详细信息”视图中工作时，可以使用键盘上的箭头键移至下一张图
像。 

在“详细信息”视图中，您可以缩放到100％以查看照片中的小细节和清晰度，查看其直方图，甚至应用预设，而无需离开浏览。

要在“网格”视图中对照片进行重新排序，请将其拖到要放置的两张照片之间。

以100％查看照片时，您会在当前视图周围看到一个
方框。要在当前图像周围移动，可以在视图内单击并
拖动，或在“导航”窗格中单击并拖动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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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幻灯片视图中工作

Filmstrip视图与“详细信息”视图非常相似，它在预览区域中显示您当前选择的图像的大版本（“详细信息”视图中
提供了所有查看控件），并在当前文件夹中的缩略图中以缩略图的形式显示其他照片。屏幕底部。照片将按照当前
的排序顺序进行排序，可以通过该区域上方的“排序”弹出窗口进行更改。

当前图像由幻灯片中的蓝色矩形表示，您可以使用箭头键在照片之间移动，或者可以滚动鼠标并单击照片以将其显
示在预览中。 （您也可以在此视图中对图像进行评分和标记。）

注意：Filmstrip视图在“编辑”模块中也可用，您也可以在其中对照片应用评级/标
记。 “浏览”中用于评级的相同键盘快捷键在“编辑”模块中起作用。

在比较视图中工作

比较模式适用于那些拍摄相同场景类型的照片序列（例如，人像会议，婚礼，风景系列）并且希望缩小范围以找到
最佳照片的那些时间。使用“比较”，您可以选择一组照片，并排查看它们以检查构图，同时放大以检查焦点，并对
收藏夹进行评分并删除不合格品。

要使用比较模式，可以选择以下两种方法之一：

• 在“网格”或“胶片”视图中选择要比较的一组图像。要选择一组连续的照片（依次排列），只需单
击您要比较的第一张照片，然后按住Shift键并单击最后一张照片。如果要添加不连续的照片，请单
击第一张照片，然后使用Command（Mac）或Control（Windows）键，然后单击要比较的每张后续照
片。选定照片后，按C键，或单击“浏览”窗口左下方“视图选择器”中的“比较”图标。

• 您也可以直接在“比较”模式下选择照片：按C键或单击“浏览”窗口左下方“视图选择器”中的“
比较”图标。在窗口底部的区域中，您可以按照与第一个选项相同的方式选择照片，方法是依次
单击第一张照片，然后按住Shift键单击最后一张照片，或者使用Command（Mac ）或按Control（ 
Windows）键以从组中选择不连续的照片。

幻灯片显示视图与“详细信息”视图相似，但是显示当前文件夹（或相册）中的照片带。您可以使用左右箭头键，或通过滚动并单击鼠标轻松地移动
到另一张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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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您输入“比较”时，您将在“预览”区域的网格中看到所选的照片，适合显示整个照片。当前选定的照片周围将有
一个蓝色框，而所选内容中的其他项目周围将有一个浅灰色框。您可以通过使用键盘上的箭头键或在希望成为主
要选项的窗格内单击来切换主要选项。

如果在当前选择中单击一次，则照片将放大以显示更多细节。如果单击并按住鼠标按钮，则可以在照片之间平移或
平移，以便检查诸如细节，清晰度或面部表情之类的内容。 （在窗格中第二次单击将缩小照片以使其适合窗格中的
所有照片。）

要查看所选照片组的详细信息，请单击幻灯片上方的“锁定”平移/缩放点。现在，当您单击主要照片内的区域时，所
有照片将同时缩放到您单击的相同位置。而且，如果您在主要照片中单击并拖动，所有选定的照片将与主要照片一
起平移。要平移一张照片（如果视野不同于其他照片，将很有用），请单击该照片使其成为主要选择，然后按住Shift
键并在该窗格内单击并拖动。如果执行此操作并希望返回到原始缩放位置，请单击“锁定”全景/缩放设置旁边的“
同步”按钮，它将缩放视图重置为每张比较照片中的相同位置。

如果要在网格中的所选照片上在适合度和100％之间缩放，请使用空格键。在视图之间切换空格键不会“锁定”，即
使打开了“锁定”功能也不会与其他照片同步。

如果要从组中删除照片，请选择它（通过单击或按向左或
向右箭头键），然后按键盘上的/（斜杠）键。照片将从“比
较”窗口中删除，其余照片将调整大小以最佳填充窗口中
的可用空间。 （您也可以使用上述选择技术 将其他 照
片 添加 到“比较”窗口中。）

使用“比较”时，您可以为照片评分或标记，应用预设并
添加其他元数据。这些功能仅适用于主要选择的照片（
蓝色轮廓）。有两个例外：

放大照片，然后平移到常见的关注区域，您可以轻松确定哪张照片的清晰度足
以满足您的需求。

比较模式将所选照片显示为预览区域内的窗格。用蓝色框突出显示的照片是当前选择。在该窗格中单击将放大照片；如果选中了“锁定平移/缩放”框（在幻灯片上方），则所有
比较的照片都将随之缩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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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浏览”窗口最右侧“信息”窗格下方的“同步设置”按钮。单击该按钮将在主要选择和所有要
比较的项目之间同步所有“编辑”设置。

• 使用“相册”菜单中的“创建相册”或“添加到相册”命令：这会将所有当前选择的照片添加到新相
册（当您选中“添加所选项目”按钮时）或所选相册。当您有一组图像要保留给客户或进一步细分一
系列图像时，此功能会很有用。

在地图视图中工作 

Photo RAW“地图”视图提供了一种简单的机制，可以通过在基于Web的地图上搜索某个位置来向照片添加GPS信
息，或者查看已经在其元数据中嵌入位置信息的照片的位置。需要互联网连接才能添加或查看地图数据。 

“地图”显示具有三个控件：位于地图右上角的图标可让您在街景视图和卫星视图之间切换；搜索区域使您可以查

找位置（城市，县，道路）；和左上角的控件可让您放大或缩小当前地图视图。要在当前视图中移动，请在窗口内单
击并拖动。

窗口底部的幻灯片显示了当前文件夹中的其他照片。要在照片之间移动，可以使用左右箭头键，也可以使用鼠标选
择新照片。

要在地图上查看任何带GPS标记的照片的位置，请选择照片，然后单击“浏览”主窗口底部的“地图视图”图标。

要将位置数据添加到照片，请选择照片，然后单击屏幕底部的地图视图图标。您可以在此处通过搜索栏搜索位置。
拥有所需区域后，您可以右键单击地图上的任意位置以添加该照片的位置图钉。如果要选择其他点，请再次在地图
上单击鼠标右键。添加图钉将在“元数据”面板的GPS字段中输入该位置。

目前，地图视图可让您一次将位置数据添加到单张照片中。如果要将GPS数据添加到多张照片中，则可以通过幻灯
片选择下一张照片，然后在地图上单击鼠标右键以添加位置点。或者，您可以从“元数据”窗格的GPS字段中复制已
标记照片的位置，选择要标记的图像，然后将信息粘贴到这些图像的GPS字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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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面板

屏幕右侧的面板包含有关“预览”区域中当前所选图像的信息，并包括三个部分：“导航”，“色阶”和“信息”。

Ť他导航窗格（详细和幻灯片视图只）

此窗格显示当前图像的缩略图。白色正方形区域标记在预览窗
格中可见的图像区域。您可以通过在正方形内部单击并拖动来
平移图像。

导航器窗格的底部是几个缩放按钮，它们代表百分比缩放视图
（100％，50％和25％）。单击按钮之一以更改视图。适合缩放以
适合当前的画布大小，而100则缩放至100％，显示实际像素。

“色阶”窗格（仅“细节”和“幻灯片”视图）

该窗格为您提供了基于图像的RGB值（通常称为直方图）的阴
影，中间色调和高光区域的颜色图表。这对于显示图像中可能
被裁剪的区域很有用。剪裁是指图像中包含纯黑色或白色，并且表示丢失高光或阴影细节。

直方图的左侧代表阴影，而右侧则代表高光。每个末端的顶部
是一个三角形。如果三角形点亮，则直方图的那一侧会出现剪
切。如果单击箭头，则将激活图像上的剪切叠加，这会显示被
剪切的区域。那些覆盖着蓝色的区域是纯黑色的，而覆盖着红
色的区域是纯白色的。您可以通过单击三角形之一再次关闭裁
剪视图。您也可以随时按住J键来临时启用剪辑视图。 （可以
通过按Alt（Windows）或Option（Mac）和J键来永久性地打开
或关闭剪切。）在调整图像的亮度和对比度时，剪切视图非常
有用。

“级别”窗格还在窗格底部的光标下方显示RGB值。

信息窗格（所有视图）

“信息”窗格以易于读取的大格式显示当前选择的图像的通
用元数据和其他信息。该元数据包括：

• 相机品牌和型号

• 镜头焦距

• 捕获日期和时间

• 文件类型

• 全球定位系统

• ISO标准

• 快门速度

• 光圈

导航器窗格。

“级别”窗格。

信息窗格。隐藏“已应用设置”选项。单击标签左侧的箭头将显示在“
编辑”模块中进行的特定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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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曝光补偿

• 文件名

• 色彩空间

• 图像尺寸和分辨率

• 文件大小

• 在“编辑”模块中应用的所有设置

如果任何元数据字段不可用，则将它们留为空白。

设定已套用

“信息”窗格的底部是一个部分，显示了“编辑”模块中已应
用于当前图像的所有操作。单击标签左侧的右箭头将显示“编
辑”模块中每个选项卡的列表，以及主要的调整选项，包括裁
切，润饰和文本操作。如果对图像进行了任何调整，则“已应用
设置”区域的该部分将以白色显示，您可以进一步深入到“显
影”，“效果”，“肖像”和“局部调整”选项卡中，以查看对图像
进行了哪些调整。一个图像。 （在未进行调整的图像上，所有
设置都将显示为灰色。）

双击“设置已应用”区域内的任何可用项目，将跳至“编辑”模
块内的该设置，您可以在其中轻松进行调整。 

GPS元数据 

如果您的图像中嵌入了GPS元数据，则GPS按钮将出现在“信息”
窗格中。单击此按钮将打开默认的Web浏览器，打开Google Maps
到拍摄图像的位置。

 元数据窗格

“元数据”窗格比“信息”窗格显示有关照片的更完整的元数据，
并允许您添加自己的元数据元素，例如作者，版权，联系信息，关
键字和照片说明。 

您还可以查看相机内嵌在照片中的全套EXIF数据，并向图像或图
像组添加（或修改）注释和GPS坐标。 ON1 Photo RAW 2020 还支
持行业标准的IPTC元数据标准，该标准提供了更为详细的元数据
信息，供记者和股票摄影师用来对照片进行分类和标记。

当您在“元数据”窗格中的任何这些字段中输入文本时，Photo 
RAW 会将这些信息添加到当前选择的图像中。

要在“元数据”窗格中的EXIF和IPTC字段之间来回切换，只需单
击窗格中的标签。您可以同时选择多个图像，然后在窗格中更改
一个或多个字段，以同时更改多个图像中的元数据。 

“信息”窗格的“应用的设置”部分为您提供了一个快速窗口，在其中
可以对“编辑”模块中的图像进行调整。单击右箭头以打开该部分并
查看各个编辑。双击列表中的任何项目，即可进入该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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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数据模板 

使用ON1 Photo RAW ，您可以创建元数据模板，将通用信息应用于图像，数据（如版权，作者，联系信息，您的网站
等）。这些预设模板可以在“元数据”窗格中以及通过“导入”功能进行访问（请参阅页面页 43）。

保存元数据模板很容易：您可以转到包含要使用的基本元数据项的图像，或者选择不包含元数据的图像，然后将常
见项目添加到“元数据”窗格中。设置完元数据后，单击窗格顶部的“预设”下拉菜单，然后选择“保存新的预设”。 
“保存预设”对话框将出现在屏幕上，您可以选择要将哪些元数
据字段保存为模板的一部分。例如，虽然您可能希望将版权和联
系信息保存为预设的一部分，但您可能不想将关键字，GPS或描
述数据应用于一组图像。

您可以通过选择窗格中的预设，然后根据需要更改适当的字段，
然后从“预设”下拉列表中选择“使用当前设置更新预设”来更
新元数据模板。要删除元数据预设，请首先从下拉菜单中选择预
设，然后从菜单中选择“删除预设”。

嵌入元数据

您在“浏览”中添加的元数据存储在原始文件的行业标准XMP边
车文件中。这有助于将元数据传输到支持XMP的任何应用程序。
编辑图像时，创建图像副本以进行编辑或使用“发送至”命令，元
数据将自动嵌入文件中（原始文件除外）。您可以使用“照片”菜
单中的“嵌入元数据”命令将元数据手动嵌入到图像中。这将打
开您选择的每个图像，更新元数据并重新保存。 TIF，PSD，PSB和JPG文件支持此功能；原始文件和PNG文件不支
持元数据的直接嵌入。 

读取元数据

有时，当您跨机器或与其他机器共享原始图像时，元数据信息可能会丢失或与原始元数据不同。在这些情况下，
从“照片”菜单中选择“读取元数据”，这将从文件或XMP文件（用于原始文件）中获取元数据。 

使用“保存元数据预设”对话框，您可以选择将哪些元数据字段
从当前选定的图像保存到预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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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字列表窗格

 在ON1 Photo RAW 2020 添加目录文件夹或浏览非目录照片的文件夹时，
您添加到任何照片中的所有关键字都存储在内部数据库中。该关键字列
表在“关键字列表”窗格中可见，从那里，您可以搜索已建立的关键字并
显示分类文件夹中的照片，管理关键字列表以及将关键字应用于新图像。
并且，为了帮助管理关键字，Photo RAW 2020还可以让您创建关键字的
子类别（请参阅（第 42） 页上的“在 Photo RAW 使用分层关键字” 
。

 如果双击列表中的一个关键字，Photo RAW 将在目录文件夹中搜索该
关键字，并在“预览”窗口中显示结果。在此搜索中， Photo RAW实际上
是在“滤镜”窗格中执行搜索的，因此，如果您想添加其他滤镜条件，则
可以在那里进行搜索。 （如果只想搜索当前文件夹，请取消选中“筛选
器”窗格中的“搜索目录文件夹”选项。）

您还可以为在“浏览”视图中选择的图像（或图像组）分配关键字。只需
单击关键字左侧的按钮， Photo RAW就会将该关键字应用于当前选择的
图像。

 右键单击关键字会为您提供一个弹出菜单，其中包含您可以执行的选项列表：

• 将关键字分配给所选照片： 将该关键字添加到当前选择中。

• 从所选照片中删除关键字：从所选内容中 删除该关键字

• 添加关键字： 允许您创建一个新关键字，并可以选择将该关键字另存为当前所选关键字的子类
别。

• 编辑关键字： 可让您重命名所选关键字，并将新关键字应用于使用该关键字的所有已分类目录和
已知照片。

• 删除关键字：从使用该关键字的已分类目录和已知照片中删除该关键字。 

• 查找带有关键字的分类照片： 以网格视图显示使用所选关键字的分类文件夹中的所有照片。

完善关键字列表 

由于关键字列表可能会非常长，因此您可以使用窗格的搜索字段来查找
关键字：当您开始在该字段中键入内容时，Photo RAW将显示包含您输
入的字母的关键字列表。缩小搜索范围后，您可以从列表（右图）中选择
一个关键字，并执行上一节中详细介绍的所有关键字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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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Photo RAW 使用分层关键字 

除标准关键字外，ON1 Photo RAW 2020还支持创建和使用分层关键
字。此选项使您可以在顶级关键字中“嵌套”关键字，这有助于管理关
键字并对其进行分类。

例如，您可能想对访问过的州使用主关键字（例如“加利福尼亚”，“内
华达州”，“俄勒冈州”等），并为该州内的地方使用子关键字，例如“死
亡谷”， ”，“约书亚树”，“火谷”等。 

层次结构关键字显示在“关键字”窗格中，顶级关键字的左侧带有一个
小的右箭头。单击箭头将显示该母版的子关键字，带有该关键字的图像
数量在右侧。与标准（即非分层）关键字一样，您可以双击任何嵌套的
关键字以显示使用该关键字的目录文件夹中的所有照片。

要创建关键字层次结构，请先通过单击“关键字列表”窗格顶部的齿轮
图标并选择“添加关键字”来创建您的主关键字。输入顶级关键字的名
称，然后单击“应用”。 （如果选择了照片，并且不想向这些图像添加
新的关键字，请在单击“应用”之前取消选中“添加到选定的”框。）

要创建一个新的嵌套关键字，请右键单击master关键字，然后从弹出窗口中选择Add Keyword。现在，该对话框将为
您提供一个复选框，用于将新关键字嵌套在顶级关键字中，以及将新关键字添加到任何选定的照片中。

如果您希望根据现有关键字创建新的层次结构，则最好先创建您
的主关键字（如右图所示），然后将所有现有关键字拖到该主数据
库上。

若要创建层次结构关键字集，请从“关键字列表”弹出窗口中
选择“添加关键字”来创建顶级关键字。然后，右键单击顶级
关键字，然后选择“添加关键字”。在那里，您可以选择将新关
键字嵌套在顶级关键字中。

分层关键字可以帮助关键字管理，当您希望将主要和次
要类别用于诸如位置，人物，拍摄类型等图像类别时，该
关键字非常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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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照片导入浏览

 ON1 Photo RAW 的导入功能使您可以直接从相机，存储卡，电话，平板电脑或其他来源位置（例如，从现场加载了
图像的便携式硬盘驱动器）中快速获取照片。

 要导入照片，请连接相机，存储卡或其他设备，然后从“浏览”的“文件”菜单中选择“导入”。将打开“导入”窗口，其
中包含以下选项：

A. 导入选项栏： 如果Photo RAW 应该搜索源上的子文件夹，以及是否在导入后弹出设备，则可以选择
源（相机，存储卡或其他设备）。您也可以选择用于选择所有照片或全部不选择的选项。 

B. 预览窗口： 显示要导入的图像。默认情况下，所有照片都将导入。单击任何图像左上角的复选标记，
以将其从导入过程中删除。

C. 缩略图大小： 调整预览区域中缩略图的大小。

D. 预设选择器： 将导入预设（可以包括右侧导入面板中的任何设置）应用于当前选定的图像。

E. 目标：此窗格设置导入图像的位置，备份位置（如果您希望将照片的副本另存为备份到另一个位置）
以及导入文件的组织（到单个文件夹中，或到由月或按月和日）。 

F. 重命名：  此窗格可让您重命名导入的文件，以及用于自定义文本的选项，终止日期。 （此窗格使
用在“重命名文件”对话框中找到的相同字段；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第75页“重命名文件或文件
夹”25 。）

G. 添加元数据：使   您可以将各种元数据添加到导入的图像中，包括关键字，版权信息等。要访问完整
的IPTC元数据字段，请单击更多下拉列表；您还可以通过窗格的此部分添加GPS坐标和说明。您可
以使用现有的元数据预设（或在此窗口中创建自己的元数据）在多个导入中应用一致的元数据。只需
输入要包含的数据，然后从窗格的“预设”菜单中选择“保存新预设”。 （请参阅 页面上的“元数据
模板”，21以获取有关元数据预设的更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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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照片设置 ：  此窗格可让您将任何“编辑”模块预设应用于导入的图像。 （这些设置铃声不是永久
的；您可以通过“设置”菜单调整或重置调整。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第25页上的“预设”<OV>。）

I. 编辑捕获日期： 当您希望更改导入图像的捕获日期时，请使用此窗格。如果您在多个时区之间旅行
时忘记更改相机的时钟，则“调整时区”设置可能会有所帮助。

调整导入设置并选择要导入的图像后，单击“导入”按钮以
执行操作。导入照片时，将在“浏览”窗口的右下方显示进度
条。如果您的导入位置是一个目录文件夹，则新图像将在后
台自动索引。

 Photo RAW可以轻松地将常用的导入设置（例如版权信息和其他元数据，文件命名约定，导入位置等）保存为预设。
要保存导入预设，请在“导入”窗口右侧的任何窗格中调整信息和设置，然后从弹出菜单中选择“保存新预设”。此
后，当您从弹出窗口中选择预设时，它将把那些保存的设置应用于当前导入作业。如果要更改现有预设的设置，请
选择该预设，在面板中进行更改，然后从预设选择器的弹出菜单中选择“更新现有预设”。

注意： 导入预设与“元数据”窗格中的元数据预设模板不同，在于它们可以使用“导
入”窗口中的所有窗格。导入预设可以包括元数据预设；只需在保存之前选择想要作
为导入预设一部分的元数据模板即可。

从文件菜单中选择导入时， Photo RAW记住上次使用的导入预设。

在浏览中编辑照片

虽然在“编辑”模块中可以找到ON1 Photo RAW 2020的大多数图像编辑功能，但您可以在“浏览”中对照片执行许
多编辑任务。这包括更改元数据，标签和等级，但是您也可以将预设应用于图像或图像组，甚至可以从一张照片复
制“显影/效果”设置并将其直接粘贴到“浏览”中。

评分，标签和喜欢

使用标准的评分和标签系统，可以很容易地从扔掉的镜头中分类和剔除您的收藏夹。除了关键字和子文件夹外，浏
览还提供了三种标记和分组相似图像的方法。所有这些方法都可以通过几种方式进行设置：从“照片”菜单，右键
单击上下文菜单，单击图像缩略图或“图像”视图的页脚中的标记。每个分类选项还具有键盘快捷键。

• 星级：从零到五星级。摄影师通常将五颗星用于自己喜欢的
图像，而一颗星用于其不想保留的图像，但是您可以以最适合
自己的方式使用此系统。您可以使用键盘上的1至5键来调整
等级。您还可以使用（̀反引号或坟墓）键清除任何图像上的星
星。

• 颜色标签 ：也有五个颜色标签。彩色标签是标记图像子集以
进行特殊处理的好方法。您可以通过按以下键设置颜色等级：6
（红色），7（黄色），8（蓝色），9（绿色），0（紫色）。

• 喜欢：摄影师通常需要标记自己喜欢的图像和要删除的图像。
这最好用Like分类完成。共有三个选项：“赞”（带有实心的图
标），“不喜欢”（“ X”图标）和“未设置”（空心）。默认情况
下，除非更改图像，否则图像将处于“未设置”类别。您可以使

当Photo RAW从相机或存储卡导入图像时，您会在“浏览”窗口的右下方
看到进度指示器。

网格视图中包含评级，颜色和收藏夹的照片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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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P键盘快捷键设置喜欢的图像，使用X键设置不喜欢的图像，并使用U键清除设置。

星级和颜色标签都是行业标准。使用这些工具时，设置存储在元数据中，并且可以在其他照片编辑器和管理器（例
如Lightroom）中使用。 （喜欢的图片是专有的，仅会出现在ON1 Photo RAW 2020。） 

选择照片时使用自动前进

 ON1 Photo RAW的自动前进功能旨在帮助您快速对一组图像进行排名：打开自动前进功能后，当您对当前图像应
用评级，颜色标签或标记时，Photo RAW会进行更改并自动移动到下一张图片。

可以通过“照片”菜单打开或关闭“自动前进”。

 浏览中的一个 可编辑模块预设 

ON1 Photo RAW 2020具有预设系统，可让您从“编辑”模块中保存完整的设置。这些预设在“浏览”中始终可用，因
此您可以将自己喜欢的预设快速轻松地应用于一张照片或一组照片。

要将预设应用于图像，请单击“预设”面板。在这里，您将看到ON1 提供的所有内置预设，以及您可能自己创建或
安装的任何预设。面板分为几类，例如建筑，风景，肖像等。单击类别名称将打开它并显示该类别中的所有预设，每
个预设都有一个微小的缩略图，显示您选择的图像以及已应用该预设的图像。

 如果您希望以更大的角度代表所选照片的外观，请单击预设类别标题栏中的“快速查看浏览器”图标。这将在整个
Photo 2019界面上显示该类别中所有预设的覆盖图。

要将预设应用于照片，只需在类别预设浏览器或快速查看浏览器模式下单击预设即可。浏览中应用的预设不是累积
的；应用一个预设后，单击另一个预设将删除前一个预设并应用新的预设。 （如果您在“显像”或“效果”中应用了
编辑，如果预设在那些模块中有设置，则这些模块的设置将被删除。）

由于Photo RAW 是非破坏性的，因此进入任何“编辑”模块选项卡将显示该预设应用的所有设置。进入“编辑”后，

 您可以在任何预览模式（网格，细节，幻灯片或比较）中轻松地将预设添加到浏览的任何照片（或照片组）中。只需单击“预设”选项卡，导航到要使用的类
别，然后单击要应用的预设缩略图。如果您不喜欢它的外观，则可以撤消或选择其他预设。您也可以使用淡入淡出滑块减少效果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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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调整设置，切换预设或进行任何其他编辑更改。

要从照片中删除预设，请单击照片，然后从“设置”菜单中选择“重置所有设置”。如
果愿意，您还可以删除在“开发”或“效果”选项卡中进行的单个设置。 

（有关如何创建和编辑预设的更多详细信息，请参阅 上的“预设”<OV>。）

注意：如果照片已在“浏览”中应用了预设，或
者已在Photo RAW的编辑选项卡之一中进行了
编辑，则您会在照片的右下角看到带有“ +/-”
图标的小徽章缩略图。这些标记在“网格”，“胶
片”和“比较”视图中可见。 （有关详细信息，
请参见右侧的图像。） 

复制设置并同步编辑

 除了应用预设外，您还可以复制在一张照片中进行的所有现有编
辑，并将它们直接粘贴到“浏览”模块中的其他图像上。这包括您
可以在“编辑”模块中执行的所有编辑操作。有两种主要的方法
可以执行此操作-复制/粘贴和同步-但它们可以达到相同的最终目
标：更多地取决于您选择哪种操作。

要从图像复制编辑设置，请单击源文件，然后选择“设置”>“复制
设置”。然后，单击新图像，然后选择“设置”>“粘贴设置”。将会
出现一个窗口，您可以选择在原始照片上应用任何或所有编辑，
或者您可以选择哪些编辑（从“开发”的“色调”和“颜色”窗格中
的各个设置中，全部应用到蒙版，裁切和文本，如果使用的话）您
希望粘贴到新照片中。 （您也可以选择一组照片并将编辑设置粘
贴到该组上。） 

当您希望在不同文件夹中的多张照片上粘贴设置时，“复制/粘
贴设置”命令会很有用。只要您的浏览会话处于活动状态，Photo 
RAW就会记住上次复制的设置，您可以根据需要将其粘贴到其他
照片上。

使用“同步设置”命令，选择要用作源的图像。然后，按住Shift键（
如果要选择与源连续的图像或组），或者按住Command（Mac）或
Control（Windows）键，然后单击要应用的图像源文件的编辑。您
的选择应以蓝色突出显示源图像，并以灰色突出显示目标图像。如
果正确，请单击“预览”区域底部的“同步”按钮，或从“设置”菜
单中选择“同步设置”。将打开“应用设置”窗口，您可以按照相同
的步骤来同步您的编辑。 在“粘贴设置”或“同步设置”中可以访问的“应用设置”窗口

中，您几乎可以将所有“编辑”模块操作应用到另一幅图像或一
组图像。设置左侧的实心圆圈表示将应用该设置。如果您不希望
应用该设置，请单击圆圈。 

“预设”面板具有广泛的预设类
型，所有这些都可以在“浏览”模块
中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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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步所有设置

 如果您确定要同步从源照片到另一张照片或一组照片的所有内容，则可以使用“设置”>“同步所有设置”命令绕
过“应用设置”窗口。选择您的源照片和目标照片，然后选择命令。请注意，源图像中的所有设置（包括裁切，文本和
遮罩）将被同步。

在浏览中重置编辑

使用ON1 Photo RAW 2020 所做的任何编辑都可以从“浏览”模块中完全重置。这包括您可能已将设置粘贴或同步
到“浏览”内部的照片，或在“编辑”模块中完成的任何操作。

设置菜单提供了八个选项，用于删除对照片所做的编辑：

• 重置所有设置：删除在“编辑”模块中对照片所做的所有调整。 （也可以从“浏览”窗口底部的全
部重置按钮访问此选项。）

• 重置开发设置：仅删除在“开发”选项卡中应用的设置。

• 重置效果设置：仅删除效果选项卡中应用的设置。

• 重设人像设置 ：仅删除人像选项卡中应用的设置。

• 重置所有修饰工具 ：重置在“编辑”模块中任何地方应用的 所有修饰 。

• 重置本地调整： 删除所有本地调整图层。

• 重置裁切：将图像恢复为原始的未裁切尺寸。

•  重置文本：删除所有文本块。

您可以在进行任何更改后立即撤消任何更改；否则，使用适当的选项重置将永久重置图像。

注意：在浏览中使用分层照片时，“重置设置”选项以及“复制/粘贴和同步”选项不可
用。但是，您可以在“编辑”模块中的图层之间复制和粘贴设置。

发给

浏览使您可以将正在查看的图像发送到其他应用程序进行编辑。这是通过“发送
到”选项完成的，该选项可从右键单击上下文菜单或“编辑”菜单中获得。浏览会检
测以下常见的照片管理器或编辑器，并列出最新安装的版本：

• Adobe Photoshop 

• Adobe Photoshop Lightroom

• Adobe Photoshop Elements 

您可以设置要将照片发送到的任何应用程序。只需选择发送到其他应用程序选项。然后选择您要将照片发送到的
应用程序。该应用程序将被记住，并与其他“发送至”选项一起
列出。 （例如，如果您使用电子邮件客户端，则可以将其添加到
通过电子邮件轻松发送照片中。）

将图像发送到另一个应用程序时，将显示ON1 Photo RAW 2020 在“编辑位置”对话框中，展开“复制选项”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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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在...中编辑”对话框。在这里，您可以选择发送已编辑的照片或未编辑的原始图像。如果选择发送副本，则可
以选择文件类型，颜色空间，位深和分辨率。如果每次使用相同的选项集，则可以选中窗口中的“不再询问我”框，
并且不会再出现提示。 （要更改此设置，请转到Photo RAW“首选项”中的“文件”选项卡。） 

版本号

 ON1 Photo RAW“版本”功能使您可以创建图像的“虚拟”副本，您可以
用与原始文件完全不同的方式进行编辑，而无需实际复制图像。这样一
来，您就可以轻松地对同一张图像的副本进行不同的预设处理，裁剪和
润饰操作，而不必进行任何工作-或看到磁盘空间有所增加。 

创建版本很容易：在任何一种浏览模式下，从“设置”菜单中选择“创建
版本”（或选择“命令”或“控制”）都会为当前选择（或查看）的照片创
建新版本。映像的副本将在库中现有映像的旁边创建，并在文件名中添
加“ v1”。 （其他版本将按顺序编号。）

一个版本的行为就像Photo RAW 大多数图像一样。您可以在任何“编
辑”模块选项卡中将其打开。使用所有 Photo RAW的工具和滤镜进行裁
剪或进行任何调整；并且您可以独立于原始数据编辑其元数据。您甚至
可以导出版本化的照片或在“调整大小”中使用它（  Photo RAW在这些
实例中创建渲染的文件）。但是，您无法创建包含图层的.onphoto文件版
本。您必须首先在“编辑”模块内展平图像。 （请参阅第70页的“使用图
层” <?> 了解更多。）

在“网格”视图中，版本化的照片将具有一个小方形徽章，分为亮三角形和暗三角形。 

版本化的照片将在文件名的末尾附加一个“ v1”（或更
高版本），并且在缩略图的右下角有一个小徽章，分为
深色三角形和浅色三角形。



ON1 Photo RAW 2020用户指南                                                               第2部分：使用浏览进行整理 49

将ON1 Photo RAW 2020 与两个显示器一起使用

 您可以使用Photo RAW的Dual Mode功能在添加的浏览器样式窗口中显示照片的第二个副本。在这里，您可以在缩
略图视图中查看图像的文件夹并浏览它们，同时在主窗口中显示完整尺寸的图像。当您在计算机上连接了其他显示
器时，这可以帮助您提高工作效率，从而减少在“网格”和“细节”，“胶片”或“比较”视图之间切换的需要。当您希
望在投影仪或电视上呈现照片，又不想显示整个 Photo RAW应用程序窗口时，此功能也很有用。 

在浏览和编辑模块中都可以使用双重模式。在浏览模式下，您可以选择希望第二个窗口如何操作，以网格视图显
示，而主窗口以其他三种视图模式（详细信息，胶片显示或比较）工作，反之亦然。在网格中浏览图像时，另一个窗
口将显示当前选定的图像。

 在“编辑”模块中工作时，第二个窗口仅在“网格”视图中工作，显示当前文件夹的缩略图。如果单击网格中的另一
张图像，该图像现在将显示在“编辑”主窗口中。

开启双重模式 

要使用此功能，请转到“窗口”菜单，然后选择“双模式”>“显示”，或单击主窗口左下方的“双模式”图标。第一次
使用双重模式时，第二个窗口将在主显示屏上打开。只需将窗口拖到辅助显示器上，从那点开始， Photo RAW将记
住第二个窗口的位置。 （将窗口放置在第二个显示屏中时，可以从窗口菜单中选择“双模式”>“全屏模式”，以使窗
口充满整个屏幕。）

 辅助窗口底部的图标是 Photo RAW 应用程序主窗口的子集：在“浏览”中，您将看到“网格”，“细节”和“比较”视
图的选项；在“编辑”中，仅“网格”视图图标将可见。 “大小”滑块可以更改缩略图的大小（在“网格”视图中）或
缩放级别（在“详细信息”和“比较”视图中）。

注意：如果您在双模式下工作，然后单击模块选择器中的“调整大小”按钮，Photo 
RAW将关闭第二个窗口。

Photo RAW的双重模式使您可以打开一个新的浏览器样式窗口，该窗口可以放在第二个显示器上，也可以在电视或投影仪上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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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部分：在编辑模块中工作

ON1 Photo RAW 2020的照片编辑功能可在“编辑”模块中找到，该模块由四个不同的编辑功能组成，并分为多个
选项卡：

• 在“开发” 中，您可以执行基本的全局编辑操作-调整色调和颜色，消除噪点，锐化等等。它是开始
编辑照片的理想场所，尤其是当您将 Photo RAW 用作独立编辑器时。

• 效果 是 Photo RAW的样式化中心，具有30个滤镜（可提供黑白转换，HDR风格化，发光，锐化，色
彩增强等功能），可以按任何顺序堆叠，并具有广泛的混合和遮罩选项。 

• 人像 设计用于修饰脸部。它可以自动查找面孔，进行平滑处理，减少斑点，并提亮眼睛和牙齿。

• 本地调整 旨在将基本的，有针对性的编辑应用于照片的某些部分，使您可以轻松执行传统的照片
编辑任务，例如躲避和刻录。

在“编辑”模块中的不同选项卡之间进行切换就像单击相应的选项卡一样简单。在处理图像时，在编辑时会保存每
个选项卡中的所有设置。如果使用 Photo RAW 作为首选编辑器（与“浏览”结合使用），则对图像所做的所有编辑
都将无损保留，并且您可以随时返回任何图像并对其进行更改或校正。

Photo RAW 2020的“编辑”模块还包括一个“图层”窗格，该窗格可让您将多个图像堆叠在一起以实现复杂的合
成，许多独立的照片编辑器中没有这些合成。而且，因为当您将 Photo RAW 用作独立应用程序时，“编辑”模块完
全是非破坏性的，因此您无需担心就可以重新编辑合成。 （请参阅 上的“使用图层”以 <OV> 了解更多。）

当使用 Photo RAW 作为 Lightroom Classic或 Photoshop Elements的插件时，您仍然可以在“编辑”模块中的一个选
项卡之间切换（并使用“图层”功能），但是一旦离开 Photo RAW，您的照片将无法重新编辑。 

注意： 如果您将 ON1 用作 Photoshop Smart Objects （页面 <?>）或带有 Apple 
Photos （第页 <?>），只要您不添加其他图层，您的作品即可重新编辑。

为了帮助您节省时间并创建最喜欢的外观， ON1 Photo RAW 2020还包括一个强大的预设系统，该系统可让您保存
在任何编辑选项卡中所做的设置（包括本地调整和遮罩）以应用于其他照片。可以在“编辑”模块中应用编辑预设，
在Browse，并且与 Photo RAW 2020的所有其他元素一样，都可以重新编辑。 （有关预设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第页 
70。）

除了创建和使用预设外，您还可以将“编辑”模块设置从一个文件复制并粘贴到另一个文件，或者将一张照片上的
编辑同步到一组照片。这些操作都可以在任何编辑模块以及浏览中执行，从而增加了 ON1 Photo RAW 2020的灵活
性。 （请参阅 第75页上的“复制设置和同步编辑” 74 和 “在浏览中应用编辑模块预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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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1 编辑主屏幕概述

编辑为您提供了一个易于使用的工作空间，用于编辑照片。以下是“编辑”模块的主窗口部分的概述：

A. 工具好：可在“编辑”模块中使用的工具。

B. 偏好设置/帮助：应用偏好设置和帮助的快捷方式。

C. 预设面板：所有已安装预设的列表（按类别）。在“效果”选项卡中工作时，“滤镜”面板也将可见。 

D. 搜索：按名称搜索预设（和在特效中使用的滤镜）。

E. 窗口选项：（从左到右）打开/关闭“预设”面板；开启/关闭双重显示模式；在“细节”和“胶片”视图
之间切换（显示胶片）。

F. 预览窗口：以详细视图显示当前照片。

G. 预览选项切换：当前图像的放大滑块，比较（之前/之后）模式，显示/隐藏蒙版，打开或关闭软校样
以及预览。

H. 工具选项栏：当前所选工具的选项和设置。

I. 照片信息窗格：导航器，级别（直方图）和常规照片信息。

J. 图层窗格：在此处添加，编辑和管理图层。

K. 编辑标签：用于访问“显像”，“效果”，“肖像”，“局部调整”的标签。单击每个选项卡将调出该选项
卡的设置。

L. 重置栏：全部重置（所有“编辑”模块设置），重置（重置当前选项卡的设置），将设置与先前编辑的
照片同步（在Filmstrip视图中）

M. 模块选择器：在“浏览”和“编辑”模块之间切换（如果您将照片编辑为插件，则“浏览”图标将被禁



ON1 Photo RAW 2020用户指南                                                                第3部分：在编辑模块中工作 52 

用）。

N. 输出：用于切换到“调整大小”模块的快捷方式（作为插件访问 Photo RAW  时禁用），以及用于打
印，导出和共享当前照片的快捷方式。

 ON1 Photo RAW 2020中的“编辑”模块的外观与“浏览”相似，但略有不同，这些特定于照片编辑任务。窗口的左
侧包含一个带有专用于编辑的工具的工具以及一个“预设”窗格（使用“效果”选项卡时，您还将在“预设”旁边看
到一个“滤镜”选项卡）。

屏幕的右侧在顶部包含相同的窗格（导航器，级别/直方图和信息），以及“历史记录”窗格，“层”面板以及“编辑”
中的四个编辑区域的标签：“显影”，“效果”，“肖像”和“局部” 。单击选项卡将显示该区域的选项和设置。查看
images，您可以在“ Detail”或“ Filmstrip”视图中工作，两者的工作方式都与“浏览 ”中的工作 相同（有关更多信
息，请参见页面上的 “在预览区域中工作” <?> ）。  

Photo RAW 提供了几种在“编辑”模块的“预览”窗口中浏览和查看图像的方法：

• 默认情况下，图像以“适合”视图显示，该视图在预览区域中显示图像，并选择“缩放”工具。使用“
缩放”工具单击图像将放大到100％，并且光标将变为“手动”工具。您可以通过在预览区域中单击
并拖动来移动图像。单击一次将使您返回“适合”视图。

• 您也可以通过“视图”菜单和“导航器”窗格进行放大和缩小。导航器窗格在屏幕上当前区域周围
显示一个边界框，您可以通过单击并拖动窗格周围的框来重新定位预览区域中显示的内容。单击“
导航器”窗格底部的按钮之一将自动缩放为“适合”，“ 100％”，“ 50％”或“ 25％”视图。 （这些按
钮在“缩放”工具的选项栏中可见。）

• 当预览缩放大于可见区域时，如果选择了任何编辑工具，则按住空格键将显示“手动”工具。在按
住空格键的同时单击并拖动将使图像重新定位在当前视图级别。

导航器，级别，信息和历史记录窗格

在主窗口右侧控制面板的顶部是“导航器”，“直方图”，“信息”和“历史记录”窗格。这些工具对于检查和查看图像
的详细信息以及查看会话期间进行的所有“编辑”模块调整非常有用。

Ť他导航窗格

这为您提供了图像的缩略图视图。白色正方形区域标记在预览窗格中可
见的图像区域。您可以通过在正方形内部单击并拖动来平移图像。

导航器窗格的底部是几个缩放按钮，它们代表百分比缩放视图（100％
，50％和25％）。单击按钮之一以更改视图。适合缩放以适合当前的画布
大小，而100则缩放至100％，显示实际像素。

级别窗格

这会为您提供基于图像RGB值（通常称为直方图）的阴影，中间色调和高
光区域的颜色图表。这对于显示图像中可能被裁剪的区域很有用。剪裁
是指图像中包含纯黑色或白色，并且表示丢失高光或阴影细节。

直方图的左侧代表阴影，而 右侧则代表高光。每个末端的顶部是一个三
角形。如果三角形点亮，则直方图的那一侧会出现剪切。如果单击箭头，
则将激活图像上的剪切叠加，这会显示被剪切的区域。那些覆盖着蓝色
的区域是纯黑色的，而覆盖着红色的区域是纯白色的。您可以通过单击
三角形之一再次关闭裁剪视图。您也可以随时按住J键来临时启用剪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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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图。在调整图像的亮度和对比度时，裁切视图非常有用。 （请参阅 页面上的“焦点和剪切视图” <?>，以获取有
关使用剪切视图的更多信息。）

直方图窗格还在窗格底部的光标下方显示RGB值。

信息窗格

“信息”窗格以易于阅读的格式显示当前图像的元数据。这些元数据包
括相机品牌和型号；镜头焦距捕获日期和时间；文件类型; GPS位置数
据； ISO设置；快门速度;光圈;和曝光补偿。

“信息”窗格还显示特定于文件的日期，包括名称，色彩空间，图像尺寸
和分辨率。如果任何元数据字段不可用，则将它们留为空白。

设定已套用

“信息”窗格的底部是一个部分，显示了“编辑”模块中已应用于当前图
像的所有操作。单击标签左侧的右箭头将显示“编辑”模块中每个选项
卡的列表，以及主要的调整选项，包括裁切，润饰和文本操作。如果对图
像进行了任何调整，则“已应用设置”区域的该部分将以白色表示，并且
您可以使用标签左侧的箭头进一步深入到“显影”，“效果”，“人像”和“
本地调整选项卡，以查看对图像进行了哪些调整。 （在未进行调整的图
像上，所有设置都将显示为灰色。）

双击“设置已应用”区域内的任何可用项目，将带您进入“编辑”模块内
的特定设置，您可以在其中进行任何所需的更改。

GPS元数据

如果您的图像中嵌入了GPS元数据，则GPS按钮将出现在“信息”窗格中。单击此按钮将打开默认的Web浏览器，打
开Google Maps到拍摄图像的位置。

Ť他历史窗格

ON1 Photo RAW 2020具有强大的撤消功能，当您希望在编辑过程中备
份一些步骤时，此功能很有用。当您想进一步返回时，按住Command / 
Control-Z可能很麻烦。这就是历史记录窗格非常有用的地方。它显示在
编辑会话期间进行的所有调整。在“历史记录”窗格中，您可以滚动浏览
所有编辑内容，并一直返回到您打开照片进行编辑时的状态。

在工作时，“历史记录”窗格会跟踪您的所有编辑-即使在处理分层文
件时-也会将您所做的每个更改添加到窗格顶部。历史记录不仅显示调
整，而且在许多情况下将在各个窗格和过滤器中显示滑块的设置。 

您可以滚动列表，如果单击某个项目，则 Photo RAW 会将您的编辑“回
滚”到您单击的位置。您可以在列表中上下单击，并且，只要不进行任何
更改，就将保留整个“编辑”历史记录。如果回滚到编辑并进行更改，则“历史记录”窗格将从该点开始“重置”，并
且在回滚点之后将丢失您所做的任何编辑。

历史记录功能旨在帮助您优化和了解在编辑会话期间所做的编辑；完成照片编辑后，它不会保存。如果返回“浏览”
，请从“胶片”打开另一个图像进行编辑，或者切换到“调整大小”，“历史记录”窗格将重置。 

http://bit.ly/on1profiles


ON1 Photo RAW 2020用户指南                                                                第3部分：在编辑模块中工作 54 

提示： 如果单击“历史记录”窗格中的某个项目，并且希望从那时开始逐步进入调整
历史记录，则可以使用“撤消/重做”命令快速浏览该列表。如果您对编辑感到满意，
请单击“历史记录”窗格中的顶部项，以保留照片的状态。

工具井
当您处理照片时，“编辑”模块有16种工具供您使用，可通过屏幕左侧的“工具”进行访问。某些工具（“变换（移
动）”，“裁切”，“文本”，“面”和“视图”）是独立包含在工具图标中的。其他的则嵌套在一个工具组中，分别是“本
地”，“蒙版”，“细化”和“修复”，当您单击其中一个工具图标时，可以通过屏幕顶部的“工具选项”栏进行访问：

• 裁剪工具： 将图像 修剪 为所需的尺寸或比例。 快捷键：C

• 变换（移动）工具： 移动和更改图层的大小和旋转。 快捷键：V

• 文本工具： 将文本块添加到文档中。 快捷键：T

• 调整笔刷（局部组）： 绘制局部调整。 捷径  

键：K

• 可调渐变（本地组）： 在本地调整模式下应用选择性渐变。 快捷键：Shift + K

• 脸部 （肖像）工具： 查找当前图像中的脸部，然后打开“肖像”选项卡，您可以在其中
画入或画出皮肤以微调每个脸部的蒙版。 快捷键：Shift-I

• 遮罩刷（遮罩组）： 快速遮盖较大的相似区域。 （包括“完美画笔”选项。） 快捷

键：B

• 掩盖错误（掩膜组）： 在任何过滤器（或整个堆栈）中将选择性渐变用作掩膜。 快
捷键：M

• AI快速蒙版工具（“蒙版”组）： 仅需笔触即可创建高质量的蒙版。 快捷键：W

• 细化笔刷（“细化”组）：使 您细化现有遮罩的边缘，以帮助遮罩困难的区域，例如头
发。 快捷键：N

• 凿子工具（精修组）： 去除蒙版边缘的条纹。 快捷键：Shift-K

• 模糊工具（“精化”组）： 模糊遮罩区域的边缘，以帮助其更自然地融合。 快捷键：L

• 完美橡皮擦（修复组）： 消除干扰，例如信号和电源线。  
快捷键：Q

• 润饰刷（固定组）： 去除污点，如灰尘和粉刺。 （包括“完美画笔”选项。） 快捷

键：R

• 克隆图章（修复组）： 从另一个区域的样本在一个区域上绘制。  
快捷键：Shift-S

• 查看工具： 在“预览”区域中调整图像的放大倍率，并让您在“预览”窗口中移动。 
快捷键：Z

要访问工具，只需单击该工具，或使用该工具附带的快捷键。选中后，光标将改变，并且您将在“
预览”窗口上方的“工具选项”栏中看到该工具的一组选项。如果所选工具是工具组的一部分，您
将在“工具选项”栏的左侧看到该组中的其他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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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剪工具

使用此工具可以裁剪图像，并且在
将 ON1 Photo RAW 2020用作独立
应用程序时是完全无损的。

要裁剪图像，请从“工具”工具栏中
选择“裁剪”工具。从选项栏中选择您要使用的任
何预设裁切率；默认值为Freeform，它可以让您以所
需的大小或比例进行裁剪。调整裁剪工具叠加层的
角柄以获取所需的区域。 （裁切框外部的区域会变
暗，以供参考。）您可以调整尺寸并在裁切框内移动
图像。对设置满意后，请按选项栏中的“应用”按钮
或按Enter。

要将图像移动到裁剪框内，只需在框内单击并拖动
即可。您也可以使用键盘上的箭头键微移图像。要
调整裁剪框的大小，请在任意手柄上单击并拖动。
单击拐角手柄可让您同时调整两侧。单击侧面手柄
可以调整该侧面。如果在调整尺寸时按住Shift键，则
框的比例将保持不变。要旋转裁剪框，请移至某个
角外，直到工具旋转。

要拉直图像，可以使用“拉平”工具，该工具 在“裁剪”工具处于活动状态时可 在“工具选项”栏中找到 。单击它，
然后将工具拖到图像中应该水平的元素上。

注意： 将 Photo RAW 用作插件时，“裁剪”工具被禁用；您应该使用主机应用程序裁
剪照片。另外，在“调整大小”中使用时，“裁剪”工具具有破坏性。

裁剪工具选项栏：

• 预设弹出窗口：让您可以选择自由格式或受限制的预设比率

• 宽度：设置裁切框的宽度。

• 交换尺寸：交换宽度和高度。方便旋转作物箱。

• 高度：设置裁切框的高度。

• 调平工具：在图像中应该 调平 的元素上单击并拖动此工具。

• 角度：查看并调整旋转角度。

• 重设：将裁切区域重设为原始照片的尺寸。

• 应用：应用作物。

“裁剪”界面，“裁剪预设”弹出窗口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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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换（移动）工具

“变换”工具用于处理图层的内容，即使您仅有的图层是基本照片图层，该工具也可以使用。可以
使用“变换工具”重新定位，调整大小或旋转图层。选择工具后，手柄将出现在所选图层的边缘。
您可以使用这些手柄来操纵图像。完成后，单击“工具选项”栏中的“应用”按钮。

转换工具是依赖于图层的，每个文档层都可以有自己的转换操作。在合成照片或在多层文件中应用背景和纹理时，
此功能很有用。

注意： 将 Photo RAW 用作插件时，将禁用“转换”工具。

重新放置图层

要重新放置图层，只需在变换框中单击并拖动即可。您还可以使用键盘上的箭头键在任何方向上将图层微移一个
像素。

调整图层大小

要调整图层的大小，请在任意变换手柄上单击并拖动。单击拐角手柄可让您同时调整两侧。单击侧面手柄可以调整
该侧面。如果在调整大小时按住Shift键，则图层的比例将保持不变。如果在调整大小时按住Option (MacOS) 或Alt ( 
<span translate="no">Windows)</span>键，则图像将从中心而不是边缘调整大小。您可以按住Shift-Option（或Shift-
Alt）以从中心按比例调整大小。

您可以在宽度和高度字段的“工具选项”栏中（请参见下文）输入所需的尺寸。您还可以通过按选项栏中的“填充”
按钮来调整图层大小以自动填充画布。

 旋转图层

要旋转图层，请将“变换工具”移到角变换手柄的外部。请注意，工具光标变为旋转光标。现在单击并拖动以旋转
图层。选择转换工具后，还可以使用opt（向左）和向右箭头键来旋转图层。要以90度的增量快速旋转图层，可以使
用“工具选项”栏中的“向左旋转”和“向右旋转”按钮。

翻转图层

您可以通过按“工具选项”栏中的翻转按钮来水平或垂直翻转图层。

完成转换后，您需要提交更改。您可以通过按出现在“工具选项”栏中的“应用”按钮或按Enter键来执行此操作。
您可以通过按“工具选项”栏中的“取消”按钮或按Escape键来取消转换。

移动后还原图层

“编辑”模块中的“全部重置”命令不会重置使用“移动”工具进行的变换。要将图层重置为其原始的非变换状态，
请单击“移动”工具并调整您可能已经进行的旋转以及任何翻转操作。然后选择“适合画布”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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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换工具选项栏

• 宽度： 更改图层的宽度，以像素为单位。

• 高度： 更改图层的高度，以像素为单位。

• 缩放： 按百分比比例缩放图层。

• 旋转： 按度旋转图层。 

• 左右旋转 按钮： 顺时针或逆时针旋转图层90°。

• 翻转水平/垂直按钮： 翻转水平或垂直轴。

• 填充画布按钮： 缩放图层内容以适合文档大小。 

文字工具

 文本工具使您可以
将多个文本块添加
到照片或合成图像
中，从简单的水印

到更复杂的基于文本的布局，应有尽
有。在每个块中，您可以完全控制字
体，字体大小，行距，字母间距，颜色
和文本对齐方式。您还可以添加背
景填充颜色，并可以设置每个文本
块和背景的不透明度。

要添加文本块，请单击“文本”工
具，然后单击“工具选项”栏中的“
添加”按钮。将添加一个新的文本
块，并选择占位符文本。您可以开始
键入，或者首先选择要在该块中使
用的字体，大小和其他选项。要添加另一个文本块，请再次单击“添加”按钮。

要编辑现有文本块，请选择“文本”工具，然后双击要编辑的块，然后进行更改。如果要删除现有的块，请使用“文
本”工具单击该块，然后从选项栏中选择“删除”。

Photo RAW将记住您使用的最后设置，例如，如果您想使用特定的字体和大小（例如在水印文本中使用），这将很
有帮助。

文本工具还允许您将当前照片的元数据添加到文本块中。为此，创建一个文本块，然后在该块中右键单击。 “来自
元数据的文本”子菜单包含可嵌入的元数据项的列表（请参见下一页的屏幕截图）。您可以从列表中添加多个项目，
设置其样式，甚至可以将项目添加到不同的文本块中。添加完元数据后，单击块外以查看最终文本。

文本工具使您可以将多个文本块添加到文档中，并且可以完全控制字符级别的字体，大小和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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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工具选项栏

• 字体弹出窗口：显示系统上可用字体的列表。单击以选中您想要使用的字体。

• 大小弹出窗口： 设置块（或所选文本）的字体大小。

• 颜色： 让您为所选文本或块选择一种颜色。

• 样式： 可将粗体，斜体或下划线样式应用于所选文本或块。

• 对齐： 将选定的文本设置为左对齐或居中对齐。

• 文本选项： 文本块的其他选项，包括行和字符间距，背景的颜
色填充以及文本和背景的单独不透明度控件（右）。

• 删除： 删除当前选择的文本块。

• 添加： 添加一个新的文本块。

注意： 文本工具可用于向照片添加基于文本的水印，但是Photo RAW 的导出功能还
允许您将图形水印应用于导出的照片。查看 有关更多信息，请 <OV>参见页面上的“导
出” 。

“文本选项”菜单包括行和字符间距，背景颜色以
及文本和背景不透明度的设置。

要将特定的元数据类型添加到文本块，请右键单击该块，然后从“来自元数据的文本”子菜单（
左）中进行选择。添加完元数据项后，单击块外以查看嵌入的文本（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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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节刷（本地组） 

 在“局部调整”选项卡中工作的“调整笔刷”的作用类似于标准的笔刷工具，具有可调整的大小，
羽化和不透明度。您可以通过“工具选项”栏中的“模式”弹出窗口来画入或画出调整，并通过该
栏或键盘上的括号键来调整画笔的大小和羽化。当与“完美笔刷”选项一起使用时，“调整笔刷”
特别强大，由“工具选项”栏右侧的图标表示。 

完美笔刷选项结合了基于颜色的自动遮罩技术，可帮
助创建精确的选择和遮罩。启用“完美笔刷”选项时，“调整笔刷”将在
笔刷中心下方收集颜色并将效果仅应用于这些颜色。这样可以防止调
整跨边缘应用。使用“完美笔刷”的一个很好的例子是，如果您想使图
像中的天空变暗，但又不想使地平线上的一群山变暗。

“阈值”滑块可让您根据要处理的区域来控制保留颜色和滴色之间的
平衡。例如，您可能希望Perfect Brush非常精确，并且只绘制非常相似的
颜色，而其他时候，您希望它在同一邻域中绘制各种颜色。

过渡滑块可根据颜色控制“完美笔刷”的羽毛。要创建柔和的边缘，请
增加过渡效果。要创建更硬的边缘，您需要减少过渡。

提示：您可以使用Command-R键盘快捷键（在Windows 上为Control-R）打开和关
闭“完美画笔”。您还可以通过按住Control键（ Windows）或Command键（Mac）临
时锁定要删除的颜色。在刷有很多开口（例如树枝）的区域时，此功能很有用。

调整笔刷工具选项

• 绘画模式：绘画模式控制您是绘画（隐藏效果）还是绘画（恢复效果）。您可以通过查看画笔中
心的加号或减号图标来了解当前模式。如果图标为减号，则表示正在绘画，如果图标为加号，则
表示正在绘画。您可以在“工具选项”栏中更改模式，或者按X键，或者按住Option键（Mac）或
Alt（Windows）键。

• 笔刷大小：您可以使用“大小”弹出窗口控制笔刷的大小。使用高放大倍率的小刷子进行精确的工
作，使用适合屏幕的大刷子进行常规的工作。您可以通过几种方法控制画笔的大小：

• 使用“工具选项”栏中的“大小”弹出窗口。

• 使用左右方括号键：'['和' ] '。 

• 使用鼠标的滚轮（可以在 ON1 Photo RAW2020的“首选项”窗口中设置此选项）。 

• 使用您的 Wacom压敏平板电脑。 

• 羽化 ：通过使用“工具选项”栏中的“羽化”弹出窗口，可以控制画笔的羽化量或硬度。羽毛的范围
从1％到100％。使用高放大率的小羽毛进行精确的硬边工作，并使用适合屏幕的大型软边刷子进行
常规工作。您可以通过观察画笔工具的同心圆来直观地看到羽毛。除了“羽毛”弹出窗口外，您还可
以通过按住Shift键并按键盘上的左右方括号键来调整羽毛的大小。

完美的画笔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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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透明度：您可以使用“工具选项”栏中的“不透明度”弹出窗口来控制画笔的不透明度或强度。不
透明度的范围是1到100％。使用高不透明度可以快速绘制并隐藏大区域。您可以使用较低的不透明
度将区域混合在一起或进行精细的工作。您可以通过几种方法控制画笔的大小：

• 使用“工具选项”栏中的“不透明度”弹出窗口。

• 按键盘上的Option（Mac）或Alt（Windows）键，然后按数字键之一。每个数字代表的不透
明度百分比为10％（1）至90％（9）； 0表示不透明。

• 使用您的Wacom压敏平板电脑。 

提示： 可以将不透明度视为要在蒙版上绘画的灰色阴影。遮罩中的白色代表所显示
效果的100％，黑色代表未显示效果，但介于两者之间的所有不透明度设置将显示该
效果的百分比。当您希望以逼真的方式混合蒙版时，此功能非常有用。

• 完美笔刷 ：“完美笔刷”选项结合了基于颜色的自动遮罩技术，可帮助创建精确的选择和遮罩。当
您打开该选项时（通过单击“工具选项”栏中的“完美画笔”图标），“遮罩画笔”将在画笔中心下方
收集颜色，并将效果仅应用于这些颜色。这样可以防止将调整应用于跨边缘（例如树枝）的操作。 
单击“工具选项”栏中的齿轮图标，可以找到“完美画笔”的其他设置。在这里，您可以设置以下选
项：

• 颜色阈值：此选项使您可以根据要处理的区域控制保留颜色和滴色之间的平衡。例如，您
可能希望Perfect Brush非常精确，并且只绘制非常相似的颜色，而在其他时候，您希望它在同
一邻域中绘制各种各样的颜色。

• 过渡：此滑块可根据颜色控制“完美笔刷”的羽毛。要创建柔和的边缘，请增加过渡效果。
要创建较硬的边缘，请减少过渡量。

Wacom支持

 ON1 Photo用调节刷支持Wacom 的压敏平板电脑。使用“遮罩笔刷”时，可以同时启用对笔刷大小，笔刷不透明度
或两者的压敏控件。要启用此支持，请单击“工具选项”栏中的齿轮图标。您可以通过单击下拉菜单中的相应按钮来
激活大小和不透明度的压力敏感度。 

在 页面114 。

可调渐变工具（本地组） 

渐变调整工具与掩盖错误非常相似，但仅可在“局部调整”选项卡中使用。它使您可以在图像的整
个部分上创建线性或径向渐变蒙版，渐变蒙版的色调从暗到亮，在渐变较浅的地方应用更多的调
整，而在渐变暗的地方应用较少的调整。渐变蒙版最常见的用法是使图像中的天空变暗，同时保留
前景的亮度，类似于在相机镜头上使用渐变滤镜。

要将标准渐变应用于局部调整，请单击工具，然后在图像中大致单击希望效果的位置。您将看到渐变的轮廓，这称
为bug。您可以使用Bug上的手柄移动渐变，增加或减少渐变的长度或旋转渐变。

您可以通过“工具选项”栏更改渐变形状：除了标准的从暗到亮的水平渐变外，您还可以创建圆形渐变和反射渐
变，就像水平渐变一样，但是从黑色开始（没有效果）在外部边缘处变为白色（完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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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调渐变工具选项栏：

• 预设：预设弹出窗口包括使用渐变调整工具的几种常用方法（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左右和圆形渐
晕），并更改当前错误（如果有）以匹配预设。

• 形状：形状弹出窗口控制错误的形状。除了标准的“渐变”和“反射的渐变”以外，还有两个径向形
状：“中心”和“边缘”，它们将浅色调放在中心，而暗色调放在蒙版的外部，而“边缘”则将渐变设置
为相反的方向。

• 不透明度：设置蒙版的最大不透明度或密度。

• 添加：使用当前设置添加新的渐变。

• 删除：删除当前渐变。

• 重设：完全 重 设图层上的遮罩。这将删除所有渐变并清除所有已完成的刷涂。

操纵渐变蒙版

将渐变添加到图像后，可以通过访问渐变叠加层的各个部分来对其进行修
改：

• 要移动渐变，请单击渐变中心的大圆圈并拖动。

• 要调整径向渐变的大小，请在实线上单击并拖动。

• 要调整面罩的羽毛（硬度），请单击并沿虚线拖动。

• 要旋转蒙版，请单击渐变中心附近的较小圆圈并拖动。

详细的通知通货膨胀在使用局部调整ON1 Photo RAW2020年开始 页面114 
。 

人像（面部）工具 

单击“面孔”图标将打开“肖像”选项卡，并在照片中搜索面
孔。找到的任何面孔将作为单独的窗格添加到选项卡。选择
一个脸部后，该工具的工作方式类似于“遮罩笔刷”（请参见
下文）；它使您涂上或涂上脸部的面具（如果是肖像，则为皮

肤）。有关使用人像的更多信息，请参见 第页109。 

人像工具选项 

• 绘画模式：绘画模式控制您是要绘画（删除非皮肤区域）还是在绘画（添加皮肤区域）。您可以通
过查看画笔中心的加号或减号图标来了解当前模式。如果图标为减号，则表示正在绘画，如果图标为
加号，则表示正在绘画。您可以在“工具选项”栏中更改模式，或者按X键，或者按住选项（alt ）键。

• 笔刷大小 ：您可以使用“大小”弹出窗口控制笔刷的大小。使用高放大倍率的小刷子进行精确的工
作，使用适合屏幕的大刷子进行常规的工作。您可以通过几种方法控制画笔的大小：

• 使用“工具选项”栏中的“大小”弹出窗口。

• 使用左右方括号键：'['和' ] '。 

使用“边缘”渐变形状，可以创建自定义的可调
节渐晕效果等遮罩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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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鼠标的滚轮（可以在 ON1 Photo RAW2020的“首选项”窗口中设置此选项）。 

• 使用您的 Wacom压敏平板电脑。 

• 羽化 ：通过使用“工具选项”栏中的“羽化”弹出窗口，可以控制画笔的羽化量或硬度。羽毛的范围
从1％到100％。使用高放大率的小羽毛进行精确的硬边工作，并使用适合屏幕的大型软边刷子进行
常规工作。您可以通过观察画笔工具的同心圆来直观地看到羽毛。除了“羽毛”弹出窗口外，您还可
以通过按住Shift键并按键盘上的左右方括号键来调整羽毛的大小。

• 不透明度：您可以使用“工具选项”栏中的“不透明度”弹出窗口来控制画笔的不透明度或强度。不
透明度的范围是1到100％。使用高不透明度可以快速绘制并隐藏大区域。您可以使用较低的不透明
度将区域混合在一起或进行精细的工作。您可以通过几种方法控制画笔的大小：

• 使用“工具选项”栏中的“不透明度”弹出窗口。

• 按键盘上的选项（MacOS）或Alt（Windows）键，然后按数字键之一。每个数字代表的不透
明度百分比为10％（1）至90％（9）； 0表示不透明。

• 使用您的Wacom压敏平板电脑。 

提示： 可以将不透明度视为要在蒙版上绘画的灰色阴影。遮罩中的白色代表所显示
效果的100％，黑色代表未显示效果，但介于两者之间的所有不透明度设置将显示该
效果的百分比。当您希望以逼真的方式混合蒙版时，此功能非常有用。

• 完美笔刷 ：“完美笔刷”选项结合了基于颜色的自动遮罩技术，可帮助创建精确的选择和遮罩。当
您打开“完美画笔”选项时（通过单击“工具选项”栏中的“完美画笔”图标），“肖像”工具将在画笔
中心下方收集颜色并将效果仅应用于这些颜色。这样可以防
止将调整应用于跨边缘（例如树枝）的操作。 
  单击“工具选项”栏中的齿轮图标，可以找到“完美画笔”
的设置。在这里，您可以设置以下选项：

• 颜色阈值：此选项使您可以根据要处理的区域控
制保留颜色和滴色之间的平衡。例如，您可能希望
Perfect Brush非常精确，并且只绘制非常相似的颜
色，而在其他时候，您希望它在同一邻域中绘制各种
各样的颜色。

• 过渡：此滑块可根据颜色控制“完美笔刷”的羽毛。
要创建柔和的边缘，请增加过渡效果。要创建较硬的
边缘，请减少过渡量。

提示：您可以使用Command–R（MacOS ）或Control-R（Windows）键盘快捷键打开
和关闭“完美画笔”。您还可以通过按住Command（Mac）或Control（Windows）键临
时锁定要删除的颜色。在刷有很多开口（例如树枝）的区域时，这很有用。

Wacom支持

 ON1 Photo通过“肖像”工具支持Wacom 的压敏平板电脑。使用该工具时，可以同时启用对画笔大小和/或画笔不透
明度的压力敏感控件。要启用此支持，请单击“工具选项”栏中的齿轮图标。您可以通过单击下拉菜单中的相应按钮
来激活大小和不透明度的压力敏感度。 

完美的画笔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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遮瑕刷（面膜组）

 遮罩笔刷是用于遮罩“效果”中的滤镜以及图层蒙版的两个工具之一。当选择“遮罩笔刷”时，光
标会变为看起来像两个同心圆，一个代表画笔的内部硬边缘，另一个代表画笔的柔软外部羽毛边
缘。画笔的中心是加号或减号。加号表示您正在“以”滤镜效果绘画，而减号表示已将画笔模式设
置为绘画。

遮罩笔刷工具选项

• 绘画模式：绘画模式控制您是绘画（隐藏效果）还是绘画（恢复效果）。您可以通过查看画笔中心
的加号或减号图标来了解当前模式。如果图标为减号，则表示正在绘画，如果图标为加号，则表示正
在绘画。您可以在“工具选项”栏中更改模式，也可以通过按X键，或者按住选项（alt ）键。

注意：如果要反转蒙版（将其从黑色变为白色），为了在图像中绘制滤镜效果，请选
择“蒙版画笔”工具，然后从“蒙版”菜单中选择“反转蒙版”。

• 笔刷大小 ：您可以使用“大小”弹出窗口控制笔刷的大小。使用高放大倍率的小刷子进行精确的工
作，使用适合屏幕的大刷子进行常规的工作。您可以通过几种方法控制画笔的大小：

• 使用“工具选项”栏中的“大小”弹出窗口。

• 使用左右方括号键：'['和' ] '。 

• 使用鼠标的滚轮（可以在 ON1 Photo RAW2020的“首选项”窗口中设置此选项）。 

• 使用您的 Wacom压敏平板电脑。 

• 羽化 ：通过使用“工具选项”栏中的“羽化”弹出窗口，可以控制画笔的羽化量或硬度。羽毛的范围
从1％到100％。使用高放大率的小羽毛进行精确的硬边工作，并使用适合屏幕的大型软边刷子进行
常规工作。您可以通过观察画笔工具的同心圆来直观地看到羽毛。除了“羽毛”弹出窗口外，您还可
以通过按住Shift键并按键盘上的左右方括号键来调整羽毛的大小。

• 不透明度：您可以使用“工具选项”栏中的“不透明度”弹出窗口来控制画笔的不透明度或强度。不
透明度的范围是1到100％。使用高不透明度可以快速绘制并隐藏大区域。您可以使用较低的不透明
度将区域混合在一起或进行精细的工作。您可以通过几种方法控制画笔的大小：

• 使用“工具选项”栏中的“不透明度”弹出窗口。

• 按键盘上的选项（MacOS）或Alt（Windows）键，然后按数字键之一。每个数字代表的不透
明度百分比为10％（1）至90％（9）； 0表示不透明。

• 使用您的Wacom压敏平板电脑。  

提示： 可以将不透明度视为要在蒙版上绘画的灰色阴影。遮罩中的白色代表所显示
效果的100％，黑色代表未显示效果，但介于两者之间的所有不透明度设置将显示该
效果的百分比。当您希望以逼真的方式混合蒙版时，此功能非常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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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美笔刷 ：“完美笔刷”选项结合了基于颜色的自动遮罩
技术，可帮助创建精确的选择和遮罩。当您打开“完美画笔”
选项时（通过单击“工具选项”栏中的“完美画笔”图标），“
遮罩画笔”将在画笔中心下方收集颜色并将效果仅应用于这
些颜色。这样可以防止将调整应用于跨边缘（例如树枝）的
操作。单击“工具选项”栏中的齿轮图标，可以找到“完美画
笔”的其他设置。在这里，您可以设置以下选项：

• 颜色阈值：此选项使您可以根据要处理的区域控
制保留颜色和滴色之间的平衡。例如，您可能希望
Perfect Brush非常精确，并且只绘制非常相似的颜
色，而在其他时候，您希望它在同一邻域中绘制各种
各样的颜色。

• 茶nsition：此滑块控制完美刷的基于颜色的羽毛。要创建柔和的边缘，请增加过渡效果。要
创建较硬的边缘，请减少过渡量。

提示：您可以使用Command–R（MacOS ）或Control-R（Windows）键盘快捷键打开
和关闭“完美画笔”。您还可以通过按住Command（Mac）或Control（Windows）键临
时锁定要删除的颜色。在刷有很多开口（例如树枝）的区域时，这很有用。

Wacom支持

 ON1 Photo使用遮蔽刷支持Wacom 的压敏平板电脑。使用“遮罩笔刷”时，可以同时启用对笔刷大小，笔刷不透明
度或两者的压敏控件。要启用此支持，请单击“工具选项”栏中的齿轮图标。您可以通过单击下拉菜单中的相应按钮
来激活大小调整器和不透明度的压力敏感度。 

掩盖虫（面具组）

 Masking Bug通过快速创建径向，渐变和反射渐变蒙版形状，用于混合图层。它的工作方式与“本
地调整”窗格中的“可调渐变”工具相似。遮罩的色调从暗变亮，在渐变较浅的地方应用更多的调
整，而在渐变暗的地方应用较少的调整。渐变蒙版最常见的用法是使图像中的天空变暗，同时保留
前景的亮度，类似于在相机镜头上使用渐

变滤镜。

要将标准渐变应用于滤镜，请在工具孔中单击“遮罩错误”，
然后在图像中大致单击希望渐变的位置。您将看到渐变的轮
廓，这称为bug。您可以使用Bug上的手柄在周围移动渐变，
增加或减少渐变的长度或旋转渐变。

您可以通过“工具选项”栏更改渐变形状：除了标准的从暗
到亮的水平渐变外，您还可以创建圆形渐变和反射渐变，就
像水平渐变一样，但是从黑色开始（没有效果）在外部边缘
处变为白色（完全效果）。

完美的画笔选项。

在此图像中，“效果”中已应用了“动态对比度”滤镜。为了使效果不受干
扰，已添加了“掩膜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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掩盖错误工具选项栏：

• 预设：预设弹出窗口包括几种使用该工具的常用方法（线性自上而下，线性自下而上，左右和圆形
渐晕），并更改当前错误（如果有）以匹配预设。

• 形状：形状弹出窗口控制错误的形状。除了标准的“渐变”和“反射的渐变”以外，还有两个径向形
状：“中心”和“边缘”，它们将浅色调放在中心，而暗色调放在蒙版的外部，而“边缘”则将渐变设置
为相反的方向。

• 不透明度：设置蒙版的最大不透明度或密度。

• 添加：使用当前设置添加新的渐变。

• 删除：删除当前渐变。

• 重设：完全 重 设图层上的遮罩。这将删除所有渐变并清除所有已完成的刷涂。

操纵渐变蒙版

将渐变添加到图像后，可以通过访问渐变叠加层的以下部分轻松地对其进行修改：

• 要移动渐变，请单击渐变中心的大圆圈并拖动。

• 要调整径向渐变的大小，请在实线上单击并拖
动。

• 要调整面罩的羽毛（或硬度），请单击并沿虚线
拖动。

• 要旋转遮罩，请单击渐变中心附近的较小圆圈，
然后拖动。 
 

提示：要查看“掩膜错误”创建的掩膜以及黑白色调的范围，请从“视图”菜单中选
择“显示掩膜”。您可以选择红色叠加层（在图像上显示蒙版），也可以选择灰度（仅
将蒙版显示为黑白色调）。

处理多个掩盖错误 

每层最多可以有六个掩盖错误。当您使用ngPhoto RAW作为独立应用程序使用，或者在 Photoshop 使用“智能滤
镜”选项时（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 “在 Adobe  Photoshop 使用 ON1 Photo RAW 2019”<?>）。

要添加另一个掩盖错误，请在选择“掩盖错误”工具时按“添加”按钮或在当前错误的外部单击。 

 一次只能调整一个掩盖错误。当鼠标位于预览区域上时，您将看到活动漏洞的覆盖控件。不活动的错误用一个小
圆圈标记；单击此小圆圈标记以选择不活动的错误。

掩盖错误是减法的。每个错误都会隐藏越来越多的当前层。当掩盖错误彼此重叠时，它们也可能隐藏更多层。您始
终可以使用“遮罩笔刷”覆盖和绘制由“遮罩错误”隐藏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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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快速蒙版工具（蒙版组）

在机器学习的支持下，新的AI快速蒙版工具可以以几笔为指导创建高质量的蒙版。要使用它，只需
将要保留的区域标记为绿色，将要下降的区域标记为红色。然后，利用其人工智能，它分析标记区
域的颜色，色调和纹理，以了解您要制作的内容，然后自动找到边缘并为您创建蒙版。将其与图层
一起使用以替换天空，或与滤镜一起使用以选择性地快速应用它们。

这是使用AI快速蒙版工具需要遵循的步骤：

1. 首先，您需要对要保留和删除的内容提供工具指导。这是通过在照片的各个区域上松散地绘制来
完成的。无需精确地绘制整个照片：仅需要几个红色和绿色的代表性笔触。在要删除的图像部分上
使用“拖放”绘画模式（这是默认的画笔模式）。这些笔触将显示为红色。然后将工具的模式更改
为“保留”（通过“工具选项”栏，或通过按住Option / Alt键），并在要保留的区域上绘制。这些笔画
将显示为绿色。 

2. 现在按“工具选项”栏中或“ AI快速蒙版” HUD中的“应用”按钮。这将生成一个临时蒙版以预览
结果。充满红色的区域将被遮盖，保留绿色的区域。请记住，此时边缘将显得粗糙，并在生成最终
蒙版时将其平滑。

3. 如果预览结果看起来不错，请按“工具选项”栏中的“完成”按钮或AI快速蒙版HUD。如果存在不
正确的区域，则可以通过添加更多的“保持”和“下降”笔划来继续改善结果。每次按“应用”以预
览改进的结果。当您按“完成”时，将以高精度精化边缘，然后将ON1 Photo RAW切换到“精制蒙
版”工具，必要时可在困难的半透明区域（如树枝）上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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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AI快速蒙版工具会重置图层或滤镜上的所有现有蒙版。

AI快速蒙版工具选项栏

•  模式：控制保持（涂成绿色）或放下（涂成红色）。遮罩中的绿色区域受到保护，是剩余的图层或滤
镜区域。标记为红色的区域将被删除或屏蔽。在您的图层中，这些区域将变得透明。在“效果”中的
滤镜上，这些区域将删除滤镜的效果。  
   您可以通过查看AI Quick Mask笔刷中心的加号或减号来告诉您当前的模式。如果图标为减号，则
表示正在绘制拖放（红色）区域；如果该图标为加号，则表示您绘制了保持（绿色）区域。您可以在“
工具选项”栏中更改模式，或者通过按Shift-X键或暂时按住Option（Alt）键来更改模式。

• 画笔大小：您可以使用“大小”弹出窗口控制画笔的大小。使用高放大倍率的小刷子进行精确的工
作，使用适合屏幕的大刷子进行常规的工作。您可以通过几种方法控制画笔的大小： 

• 使用“工具选项”栏中的“大小”弹出窗口。 

• 使用左右方括号键：'['和']'。 

• 使用鼠标的滚轮（可以在 Photo RAW 的首选项中设置此选项 ）。

• 使用您的Wacom 压敏平板电脑。 

单击工具选项栏中的齿轮图标，可以找到AI快速蒙版工具的其他设置。
在这里，您可以设置以下选项（如右图所示）：

•  压力调整大小： 此选项使您可以使用压敏数位板控制画
笔的大小。按下得越厉害，画笔越大，直到大小滑块的当前设
置。 

• 细化边缘： 这会自动将“细化蒙版画笔”应用到所得蒙版

首次打开AI快速蒙版工具时，您会看到一个名为HUD
的窗口，其中包含使用该工具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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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边缘，从而创建更自然的过渡。默认情况下启用此功
能，建议大多数照片使用。  

• 显示HUD： 这将显示“ AI快速蒙版HUD”对话框（显
示在页面上 66），提供有关如何使用该工具的指导。 

• 覆盖： 设置图像顶部的红色和绿色蒙版覆盖的透明
度。设置为100仅显示遮罩；默认设置为50。

细刷（精修组） 

此工具可以清理蒙版上的复杂区域和边框，并且有助于清理使用“遮罩笔刷”创建的蒙版。例如，
当您希望对主体应用效果时，有些区域（例如头发或树枝）很难用“遮罩笔刷”去除。

要使用“细化笔刷”，请在“选项”栏中选择工具，然后沿要细化蒙版的边缘进行绘制。笔触显示
为红色覆盖，当您松开鼠标按钮时，Photo RAW将起作用，以使蒙版边缘更加清晰，从而改善整

个蒙版。 

优化笔刷工具选项

•  模式：控制精化模式，可以始终进行细化以从蒙版中删除的“绘制”，可以始终进行细化以添加到
蒙版中的“绘制”，或者可以同时进行两者的“自动”。在大多数情况下，建议使用“涂漆”。

• 大小：此滑块可调整画笔的大小。选择一个刚好大于主题和背景交集的画笔大小。避免使用过大的
刷子，这将需要更长的时间来处理，并且可能会导致质量下降。

• 压力调整大小（齿轮图标）：如果您使用Wacom数位板，则在打开此设置时可以用压力控制画笔的
大小。 

凿子面膜工具（精修组）

 可以通过“细化工具选项”访问“凿子”工具条，以去除蒙版硬边上的条纹或光晕。只需单击并沿
要优化的蒙版边缘拖动即可。当要删除的背景比前景亮时，边缘很常见。凿子的工作方式类似于
木工店中的凿子或刨子：它仅沿边缘去除一条条，并且由于它仅在边缘上起作用，因此在使用时不
必太小心。

凿子蒙版工具选项

• 模式：选择删除或添加

• 大小：调整凿子工具的大小。随意使用大凿子使刷牙更快。凿子的大小不影响凿出的量。

• 数量：控制在每个笔触期间要删除或添加的像素数量。

提示：双击“凿子”工具图标，将凿子应用于整个蒙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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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糊蒙版工具（精炼组） 

“模糊蒙版”工具可柔化您绘制的蒙版的边缘；您需要做的就是在要模糊的边缘上运行该工具。
软化诸如头发之类的模糊或半透明对象的边缘可以使它们以更逼真的方式与新背景融合。

模糊蒙版工具选项
• 模式 ：删除/添加/普通可让您调整蒙版边缘的哪个部分模糊。去除蒙版模糊和变亮，增加蒙版模

糊和变暗，正常使明暗同时模糊。

• 大小：调整模糊工具的大小。随意使用大尺寸刷牙。笔刷的大小不会影响模糊量。

• 数量：控制模糊量。使用少量保持细节。

提示：双击“模糊”工具图标可将模糊应用于整个蒙版。

完美橡皮擦（修复组）

 完美橡皮擦可用于去除图像中的干扰元素和污点。它使用一种内容感知算法，将像素替换为在绘
制边界内具有自然外观的结果。

使用该工具很容易：在您要去除的区域涂上油漆，确保覆盖整个区域。在您绘制的地方会出现一
个红色的叠加层。如果第一次尝试不能给您理想的结果，请重新涂上油漆，每次通过都会有所改善。您也可以在应
用工具后使用润饰笔刷微调区域（请参见下文）。

完美的橡皮擦选项

完美橡皮擦的工具选项栏包含两个选项：笔刷大小和Wacom数位板支持完美橡皮擦的默认笔刷大小为125像素。您
可以通过单击“工具选项”栏中的“笔刷大小”或按键盘上的左右括号键来增大或减小此大小。画笔的最大大小为
500像素。如果您有 Wacom 压敏平板电脑，请在选项栏中选择“压力调整大小”按钮。 

润饰刷（修复组）

 使用润饰刷去除小瑕疵，例如灰尘或污点。只需在有斑点或其他瑕疵（例如痤疮，传感器灰尘，电
源线等）的地方轻刷画笔即可。该工具将查看图像中的相邻区域，并在刷涂区域填充具有相似颜
色和纹理的区域。

最好使用尽可能最小的画笔尺寸，并通过轻擦来工作，而不要使用较大的画笔笔触。如果您轻触
润饰笔刷而又不满意结果，请使用“撤消”命令并尝试使用较小的笔刷，或者改变笔刷笔触，然后重试。修饰笔刷
也非常适合修饰皮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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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饰笔刷选项

• 笔刷大小：调整 笔刷 的整体大小。

• 刷子羽毛：调整刷子的硬度。最好使用大于50的羽毛来融合并看起来自然。

• 画笔不透明度：调整润饰的强度。使用100％完全清除瑕疵。使用较低的不透明度来软化它们。

• 压力调整大小：单击按钮以激活Wacom灵敏度控件。 

克隆图章（修复组）

 使用“复制图章”工具将照片区域替换为其他部分的区域。按住Option键（Mac）或Alt键
（Windows），然后单击要从中克隆的区域。然后单击并拖动要克隆的区域，它将从您选择的点开
始克隆。

克隆图章工具选项：

• 笔刷大小：调整 笔刷 的整体大小。

• 刷子羽毛：调整刷子的硬度。最好使用大于50的羽毛来融合并看起来自然。

• 画笔不透明度：调整润饰的强度。使用100％完全清除瑕疵。使用较低的不透明度来软化它们。

• 压力调整大小：如果您拥有Wacom压敏平板电脑，则可以根据压力调整画笔的大小。点击按钮激
活。 

查看（缩放）工具

 该工具是在“编辑”模块中打开图像时选择的默认工具，它可以在“预览”窗口中调整图像的放
大倍数。选择“缩放”工具后，在“预览”窗口中单击以放大图像并将其居中于单击的位置。按住
Option / Alt键以显示“手动”工具，该工具可让您在放大的图像周围平移。您还可以双击“工具”
窗口中的“缩放”工具，将图像设置为1：1（或100％）放大视图，该视图显示每个像素。当检查小的

细节时，这是最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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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设值

预设存储“配方”，其中包括“编辑”模块调整集，并且可以在“浏览”或“编辑”中轻松应用于一张或100张图像。预
设是编辑一组图像时获得一致结果的快速方法，可帮助您改善自己的外观。您也可以轻松创建自己的预设。

“预设”面板的三个不同视图。左侧是“列表”视图，中间是“缩略图”视图；这些视图显示预设的类别。 （可以在“视图”>“预设浏览器”子菜单中设置视图选项。）最
右侧是展开的类别，显示各种预设，并带有应用了预设的当前图像的缩略图。从那里，您可以将预设应用于当前图像。

当您将鼠标悬停在某个类别上时，“快速查看浏览器”图标将显示在类别名称的左侧。（“热沙漠”显示在预设类别列表的上方。）单击该图标将打开一个全屏窗口，其
中显示带有该类别的预设已应用到该类别。 （有关快速查看浏览器的屏幕截图，请参见下一页。

  Photo RAW  可让您创建自己的自定义预设和类别，还可以创建预设的子类别。 （请参阅第49页上的“组织预设”<?>了解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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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1 Photo RAW2020带有200多种内置预设，涵盖十几种类别，从风景到肖像，色彩分级，胶片外观等等。您可以创
建自己的预设， 也可以 从其他 ON1用户和摄影师导入预设。 

您可以创建应用“调整”调整，“效果”设置，“人像”操作和使用“可调渐变”工具进行的局部调整以及这些的任意
组合的预设。

 预设还可以存储裁剪设置和修饰信息，以及在局部调整面板中使用画笔工具，效果的蒙版错误和可调整渐变工具
创建的蒙版。如果应用包含这些选项的预设，则应检查以确保获得所需的结果。如果没有，您可以通过“设置”菜单
重设各种单独的操作。

应用预设

要将预设应用于图像，请单击“预设”面板。在这里，您将看到 ON1提供的所有内置预设（按类别排序），以及您可
能自己创建或安装的任何预设。单击类别名称将打开它并显示该类别内的所有预设，并带有一个微小的缩略图，显
示您选择的图像以及已应用该预设的图像。要在“预设”面板中更改缩略图的大小，请从“视图”菜单中选择“浏览
器模式”选项，然后选择“一栏，两栏或三栏”视图。 

如果您希望以类别的预设更大地代表所选照片的外观，请单击类别标题栏中的“快速查看浏览器”图标。这将显示
一个窗口，其中包含该类别中的所有预设。 （按Escape键以关闭快速查看浏览器。）

要将预设应用于照片，请在微型浏览器或快速查看浏览器中单击预设。预设不是累积的；单击另一个预设将删除先
前的预设并应用新的预设。

应用预设后，可以将鼠标悬停在所选预设上，以降低整体效果。在那里，您将看到“淡入淡出”滑块，您可以在其中
降低应用了该预设的任何效果滤镜的不透明度。 （不减少显影，人像和局部调整。）

应用预设后，您仍然可以更改任何设置（在“显影”，“效果”和“局部调整”中），以添加或删除调整，切换到另一个
预设，进行任何润饰或更多操作。

单击“面板”窗格中的“快速查看浏览器”图标（或从“窗口”菜单中选择“打开快速查看浏览器”）将打开该类别的预设的全屏表示形式，使您可以
更大程度地表示该预设在图像上的外观。

带有“快速查看浏览器”图标的预设。



ON1 Photo RAW 2020用户指南                                                                第3部分：在编辑模块中工作 73 

如果您不喜欢某个预设，则单击另一预设将用新预设的设置替换之前的预设的设置。要
完全删除预设，请从“设置”菜单中选择一个重置选项，或从“开发和效果”中的相应窗
格中删除各个设置。 （如果创建了要保留的遮罩或局部调整，则建议使用后一种方法。
）

您可以将预设另存为收藏夹，方法是将其悬停在浏览器中的缩略图上方，然后单击心脏
图标。这会将该预设添加到位于“预设”面板顶部的“收藏夹”类别中。要删除收藏夹，
请再次单击心脏图标。 

插入预设（仅“效果”选项卡）

单击预设时，Photo RAW的默认行为是删除所有现有的调整并将新选择的预设应用于照
片。但是，有时您想在调整的基础上添加一个预设。为此，请打开“预设”窗格，
右键单击要添加的预设，然后从弹出菜单中选择“插入预设”。这会将预设的过
滤器添加到当前选定的过滤器窗格上方，并将保留您在“开发”或“本地调整”
选项卡中所做的所有编辑。 

插入预设只会将该预设的效果滤镜添加到当前编辑的照片中。展开调整和局部
调整图层将不会添加。

创建自己的预设 

拥有一组要保存的编辑设置后，转到“设置”菜单，然后选
择“保存预设”。将显示“保存预设”对话框，其中包含您要保
存的模块设置，命名预设并将其添加到现有或新类别中的选
项。几乎所有的“编辑”模块设置都可以保存为预设，包括裁
切，润饰，文本块和遮罩。

如果已将预设应用于图像，然后更新了任何编辑设置（或添加
或删除了调整），则可以通过从“设置”菜单中选择“使用当前
设置更新预设”来使用新设置来更新预设。这只会更改您应
用中的预设；除非您重新应用预设，否则具有旧预设版本的所
有图像都将保留这些设置。 （您还可以通过右键单击“预设
浏览器”中的预设来更新预设。）

如果要创建新的预设类别（将在整个ON1 Photo 添加到“预
设”面板中），请从类别弹出窗口中选择“添加新类别”。 

管理预设和类别

您可以对预设和预设类别执行各种操作，包括（分别或按类
别）导入和导出预设，删除单个预设以及隐藏类别。 

导入和导出预设

您可以导入从ON1网站或其他来源下载的预设。一些文件将是单独的预设，而另一些文件可能是预设“包”，其中将
包含多个预设。 

预设 '.ONP'扩展名为 '.ONP' ，而预设包 'ONPreset' 扩展名为 'ONPreset' ；您所需要做的就是双击文件，或从“设
置”菜单中选择“导入预设”，然后Photo RAW2020会要求您选择要放置预设或压缩包的类别，然后它将预设复制
到该应用程序。如果需要，您可以删除下载的文件。

“保存预设”窗口与“同步设置”窗口类似（请参阅第页的“复制设置
和同步编辑”<OV>），并包括“编辑”模块中所有可能的操作，但图层
操作除外。设置左侧的实心圆圈表示该设置将保存在预设中。如果您
不希望保存该设置，请单击圆圈。

“淡入淡出”滑块可减少应用
了预设的效果滤镜的不透明
度。要找到它，只需将鼠标悬
停在“预设”窗格中的已应用
预设上。

“插入预设”选项仅在“效果”选项卡中工
作时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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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导出单个预设，请单击它，然后从“设置”菜单中选择“导出预设”。您还可以通过类别预设菜单（如下所示）导出
整个预设类别。

删除预设 

要删除某个预设（如果您不再希望使用它），请在“预设”面板中选择要删除的预设，然后从“设置”菜单中选择“
删除预设”。您也可以右键单击单个预设，然后从弹出菜单中单击“删除预设”。

 您可以删除任何预设，包括ON1Photo预先安装的预设。如果您想保存一个预设，请先将其导出，然后再将其删
除。

管理类别

除了创建自己的预设类别（显示在“预设”窗格中）外，您还可以对类别执
行其他操作，包括删除，重命名或导出。这些选项都可以通过“预设类别”
弹出菜单使用，在右键单击类别名称时可以使用该菜单：

• 要从“预设”面板中删除类别及其预设，请从弹出菜单中选择“
删除类别”。

• 如果要更改类别的名称，请选择“重命名类别”。

•  要将类别及其中的所有预设导出为ONPreset包，请从弹出菜单中选择“导出类别”。

提示：还可以通过单击“预设”面板中的预设，然后右键单击该预设来执行许多预设
管理选项。如果您要更新，导出或重命名预设而不将其应用到“开发”或“效果”中的
图像，这将很有帮助。

嵌套预设

 为了帮助管理大型群组 预设， Photo RAW  的Extras Manager可以嵌套预设类别。请参阅第49页的“组织预
设”<?>有关如何创建和管理预设类别子文件夹的详细信息。

右键单击预设类别以获取类别弹出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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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制设置并同步编辑

除了应用预设之外，您还可以复制所有在一张照片中进行的现有编辑（可以在“编辑”模块中执行的任何操作），并
将它们直接粘贴到其他图像上。有两种主要的方法可以执行此操作-复制/粘贴和同步-但它们可以达到相同的最终
目标：更多地取决于您选择哪种操作。

要从图像复制编辑设置，请单击源文件，然后选择“设置”>“复制设置”。然后，单击新图像，然后选择“设置”>“
粘贴设置”。将出现一个窗口，您可以选择对原始照
片进行任何或所有编辑，也可以选择要进行的编辑，
包括从“ 开发”的“色调”和“颜色”窗格中的各个
设置，到蒙版，裁切和文本（如果使用的话）的所有
内容—您希望粘贴到新照片中。 （您也可以选择一
组照片并将编辑设置粘贴到该组上。）

 当您希望在不同文件夹中的多张照片上粘贴设置
时，“复制/粘贴设置”命令会很有用。只要您的“编
辑”会话处于活动状态，Photo RAW就会记住上次
复制的设置，您可以根据需要将其粘贴到其他照片
上。

使用“同步设置”命令，选择要用作源的图像。然后，
按住Shift键（如果要选择与源连续的图像或组），或
者按住Command（Mac）或Control（Windows）键，
然后单击要应用的图像源文件的编辑。您的选择应
以蓝色突出显示源图像，并以灰色突出显示目标图
像。如果正确，请单击“预览”区域底部的“同步”按
钮，或从“设置”菜单中选择“同步设置”。将打开“
应用设置”窗口，您可以按照相同的步骤来同步您的
编辑。

如果您确定要同步从源照片到另一张照片或一组照
片的所有内容，则可以使用“设置”>“同步所有设
置”命令绕过“应用设置”窗口。选择您的源照片和
目标照片，然后选择命令。请注意，源图像中的所有
设置（包括裁切，文本和遮罩）将被同步。 

重置编辑

 使用ON1 Photo RAW2020所做的任何编辑都可以
从“编辑”模块中完全重置。这包括您可能已将设置
粘贴或同步到“浏览”内部的照片，或在“编辑”模块
中完成的任何操作。

设置菜单提供了八个选项，用于删除对照片所做的
编辑： 

• 重置所有设置：删除在“编辑”模块中对照片所做的所有调整。 （也可以从“浏览和编辑 Windows
右下角的“全部重置”按钮访问此选项。）

• 重置开发设置：仅删除在“开发”选项卡中应用的设置。

在“粘贴设置”或“同步设置”中可以访问的“应用设置”窗口中，您几乎可以将所有“
编辑”模块操作应用到另一幅图像或一组图像。设置左侧的实心圆圈表示将应用该
设置。如果您不希望应用该设置，请单击圆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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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置效果设置：仅删除效果选项卡中应用的设置。

• 重设人像设置：仅删除人像选项卡中应用的设置。

• 重置所有修饰工具 ：重置在“编辑”模块中任何地方应用的 所有修饰 。

• 重置本地调整： 删除所有本地调整图层。

• 重置裁切： 将图像恢复为原始的未裁切尺寸。

• 重置文本：删除所有文本块。

 您可以在进行任何更改后立即撤消任何更改；否则，使用适当的选项重置将永久重置图像。

注意：在“编辑”模块中工作时，“重置”，“复制/粘贴”和“同步”设置适用于当前选
定的图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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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打样

ON1 Photo RAW 的软校样功能使您可以使用打印
机随附的颜色配置文件查看打印时照片的外观。软
校样可以帮助您确定打印时可能出现的问题，以便
您可以调整色调，颜色和效果，以使打印效果更接
近于您的编辑视野。

通常，在Photo RAW 查看图像时，是通过监视器的
显示配置文件的镜头查看图像。计算机显示屏的色
域比大多数照片打印机的色域宽，这意味着您在屏
幕上可以查看的某些颜色在打印时无法再现。发生
这种情况时，在打印引擎中进行的颜色配置文件转
换将导致打印机无法打印的颜色替换为可以打印的
最接近颜色。这意味着您的图像可能会有细微（或
较宽）的颜色偏移，尤其是在某些颜色范围内。

 可通过“查看”菜单或单击Photo RAW主窗口底部
的“预览”按钮左侧的软打样图标来打开软打样。通
过从“配置文件”子菜单中选择已安装的打印机配置
文件，可以对各种纸张类型进行软打样。图像将更改
为近似于要配置的纸张的颜色。您还可以打开将显
示色域外颜色的叠加层。 

“视图”菜单中的“启用软打样”项目下方提供了主
要的软打样选项。选项如下：

• 色域警告： 选中该选项后，它将在图
像中显示颜色（通过红色覆盖层），该颜
色与正在软打样的当前打印机配置文件
不符。

• 配置文件： “配置文件”子菜单列出了
当前可用的打印机配置文件。选择一个将
更改屏幕显示以使用该配置文件。您也可
以通过此子菜单导入配置文件。

• 目的： 当进行软打样时， Photo RAW
提供两种不同的渲染“目的”，用于将颜
色从显示转换为打印。感知在转换过程
中会缩小色域，以保持图像中颜色之间的
关系。另一种意图类型，相对，仅转换当
前色域之外的颜色，但这有时会导致转
换后两种颜色（一种在色域，另一种在外
部）相同。 
  渲染意图都不是完美的或不需要的；
通常，这取决于图像的构成，您的编辑意图，所打印的纸张等等。通常，您将需要在相对和感知之间
来回切换，从而看到更好的打印效果。 

• 模拟纸张和墨水： 启用此设置将使Photo RAW 使用白点作为所选纸张类型（而不是显示器的白
点），以及纸张的实际黑密度（而不是显示器的黑点）。如果您要匹配打印件，通常需要打开此设
置。 

这三个屏幕截图显示了在“编辑”模块中查看的软打样选项的结果。顶部图像已关闭
软打样（并且正在使用显示颜色配置文件）。中间图像打开了软打样，并使用了爱普
生的展览磨砂纸的打印机配置文件。底部的图像启用了色域警告；色域外的颜色由亮
红色叠加层突出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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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软打样调整图像通常有点反复试验。消除色域外的颜色很容易陷入困
境，但是大多数现代照片打印机（包括家用打印机和在线打印服务）在正确
逼近颜色方面做得很好。

查看软校样时，您要寻找的最大东西是屏幕和打印之间的色调，对比度和色
彩准确性。当使用家用打印机时，请使用测试打印来正确混入“编辑”模块
调整。当您调整设置以获得正确的打印效果时，Photo RAW “版本”功能会
非常有用（请参阅 页<?>以获取有关使用版本的更多信息）。 

其他编辑模块预览选项

 除软校样外， ON1 Photo RAW 2020在“编辑”模块
中还提供了一些其他预览选项，这些选项可在 Photo 
RAW 窗口底部的预览部分中找到。使用这些选项，
您可以在分屏或全屏视图中比较照片的前后视图（
查看当前蒙版），然后打开或关闭软打样。

更改放大视图

  Photo RAW包含各种选项，可在您处理照片时将其放大或缩小。除了“缩放”工具和“导航”窗格（请参阅 页面
70和 页面52），您可以通过移动放大滑块来更改缩放视图。您可以单击该控件并将其向右滑动以放大，而向
左滑动以缩小，或者可以单击滑块末端的框。

预览之前/之后

 一个就是你的编辑模块中工作，也可以是有益的，看看如何单独的编辑，通过在不同的编辑选项卡，会影响你的照
片的项目，以及看到原始图像做出变动累计额。 “编辑”模块的“比较”模式显示您的照片的并排视图，左侧为原
始版本，右侧为已编辑版本。屏幕中间有一个可移动的滑块，可让您大致查看每个视图。单击滑块中心的框，然后
将其向左拖动（以查看更多的编辑图像）或向右拖动（以查看更多的原始图像。）在“比较”视图中工作时，您可以
使用放大滑块放大或缩小图像，当您希望在照片的较小部分上 看到 编辑效果 时，这很有用 。

您还可以通过单击预览工具栏最右侧的“预览”按钮来全屏查看原始图像。单击此按钮时，原始照片将显示为“预
览关闭”。要返回您的编辑版本，请再次单击“预览”按钮。 （您也可以使用反斜杠键“ \”来显示和隐藏全屏预览。
）

 “Photo RAW”主窗口底部的“预览”区域包括以下选项：调整预览放大倍率，打开
或关闭比较（之前/之后）视图，查看当前蒙版，打开或关闭软校样以及查看原始照
片。 ，并删除所有修改。

“配置文件”子菜单显示任何已安装的照片打印
机的已安装打印机配置文件。您也可以导入自己
的颜色配置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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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隐藏蒙版

  ON1 Photo RAW2020在整个“编辑”模块中具有广泛的蒙版功能。在创建遮罩的过程中，有两个选项可用于显示
当前遮罩的内容：

• 作为透明的红色叠加层，照片的蒙版部分以红色显示。

•  作为灰度蒙版，您看不到照片，而只能看到蒙版。蒙版区域以灰色阴影显示，纯黑色表示这些像
素已完全蒙版。灰色值（从1％到99％）表示这些像素相对于蒙版的不透明度，并且纯白色区域未蒙
版。

在“编辑”模块中工作时，可以在“遮罩”菜单的“查看模式”子菜单中设置叠加层。您还可以通过此选项，仅在刷
面膜时将面膜显示为红色覆盖。 

您可以通过单击预览工具栏中的“显示蒙版”图标或按O键来切换当前蒙版视图。

查看蒙版的两个选项分别是红色叠加层（左）（用红色显示蒙版区域）和灰度蒙版（右）（仅显示蒙版），色调范围从白色（未蒙版）到黑色（完全遮盖）。灰色调表示蒙版不透
明度的不同百分比。 

编辑的“比较”视图显示当前照片的前/后视图，并带有可移动的滑块，用于扩展和收缩不同的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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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关 ON1 Photo RAW2020中遮罩的不同方面的更多信息，请检查本章前面的相应遮罩工具，以及 第页的“过滤器
蒙版”93。

焦点和剪切视图

剪辑和聚焦蒙版叠加层是另外两个可以在编辑照片时提供强大功能的预览工具。这些选项可以显示在任何“编
辑”模块选项卡中（以及在“浏览”模块中）。 

剪裁

当图像中的阴影和高光色调突然被切割为完全白色或黑色，而不
是平滑褪色时，便会发生剪切。 （照片中大范围的白色像素通常
被称为“高光”高光，并且可能使观看者分心。）以原始格式拍摄的
好处之一是，尽管许多照片将具有纯白色或白色区域。最初在屏幕
上查看时为黑色，则原始图像中仍然有可恢复的数据。裁剪叠加
可以帮助您确定照片可能有多大的问题，以及修复的难易程度。

要临时显示剪贴叠加，请按J键；要在每张照片之间移动时将
其永久打开，请选择“视图”>“显示剪辑”，或按键盘上的
Alt（Windows）或Option（Mac）J。

裁剪视图覆盖显示其中包含纯白色或纯黑色的区域。带有亮蓝色
覆盖的区域表示纯黑色像素，而带有亮红色覆盖的区域表示纯白
色像素。 

聚焦面罩

如果不放大至100％或更高，通常很难查看照片的清晰度，并且
如果拍摄中有很多照片，则检查该级别的对焦可能有点乏味。幸
运的是，Photo RAW“聚焦蒙版”覆盖层可以帮助您将照片拍摄
到最清晰的照片。

要打开“聚焦蒙版”，请选择“视图”>“显示聚焦蒙版”，或按
Shift-Alt-J（Windows）或Shift-Option-J（Mac）。图像中最清晰的
区域将由鲜绿色的叠加层表示。当您在文件夹中的照片之间移动
时，您可以通过叠加的强度来判断在需要的地方清晰度是否令人
满意。即使放大照片，遮罩也会继续显示。 

剪切视图显示带有纯红色像素的纯白色像素和带有纯蓝色像素
的纯黑色像素。

“聚焦遮罩”选项以绿色覆盖层显示清晰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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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或隐藏编辑模块调整

您还可以显示或隐藏整个“编辑”模块中进行的许多单
独调整。 “显像”，“效果”，“肖像”和“局部”选项卡
中的大多数面板在面板的左上角都有一个“显示/隐藏”
控件。您可以进行调整，也可以单击控件以打开或关闭
效果。

该选项不仅用于预览效果；如果调整已关闭，则它将不
会出现在编辑的图像中。例如，如果您在“效果”中尝试
使用不同的滤镜，并且想查看一个滤镜是否比另一个滤
镜好看，或者希望查看它是否确实对照片有帮助，这将很有帮助。要重新打开调整，请单击“显示/隐藏”控件，以填
充圆圈。

无法以这种方式关闭的“编辑”模块中的唯一调整是“显影”模块中的“色调和颜色”面板。如果您希望在不进行任
何调整的情况下查看照片，则需要按“重设”图标，该图标由 面板右上方 的“” 表示 。

有关大多数“编辑”模块面板中控件的完整说明，请参见 第页的“过滤器概述” 90。

要关闭效果或其他调整，请单击调整面板左上方的“显示/隐藏”控件。如果控件
的圆圈为空，则不会实现该效果。单击该控件将其重新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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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ON1 DEVELOP进行基本编辑

 显影是用于执行基本全局编辑操作的模块-调整色调和颜色，消除噪点，锐化并将变换应用于照片。它是开始编辑
照片的理想场所，尤其是当您使用 ON1 Photo RAW2020作为独立编辑器时。并且，借助Photo RAW的完全无损编
辑功能，您可以随时返回以开发和调整编辑。

显影调整窗格

要编辑图像，“显影”选项卡在“总体设置”面板中有四个调整窗格。与“效果”选项卡允许您以任何顺序堆叠滤镜
不同，“开发”选项卡的调整按以下顺序应用：

1. 色调和颜色

2. 细节

3. 镜头校正

4. 转变

使用窗格

 “色调和颜色”窗格位于堆栈的顶部，然后是“详细信息”，“镜头校正”和“变换”窗格。这些窗格不能从堆栈中移
除，尽管您不必对照片进行任何这些操作。可以根据您希望对照片进行的操作来应用其余窗格。单击窗格名称左侧
的按钮将打开或关闭该窗格，如果希望在所做的其他编辑的上下文中查看效果，这将很有帮助。 “重置”按钮（由
每个窗格右上方的圆形箭头图标指定）会将该窗格的设置重置为其默认状态。 
 
 



ON1 Photo RAW 2020用户指南                                                                第3部分：在编辑模块中工作 83 

提示：可以通过单击窗格的标题栏来折叠每个窗格（将光标移到该标题栏上时，可以
看到“隐藏/显示”链接，但是可以单击整个标题栏）。如果您不想在有很多打开的窗
格的情况下上下滚动“设置”面板，请从“窗口”菜单中选择“独奏模式”。这将仅使当
前窗格保持打开状态，并将隐藏所有其他窗格。单击另一窗格将打开该窗格并折叠
前一个窗格。

色调和颜色

该窗格可调整图像的色调和颜色特征，从而使您可以校正和增强曝光，
对比度，细节和色彩。它分为两个部分，“色调”和“颜色”，在窗格顶部
带有“颜色配置文件”选项。 

相机资料

相机配置文件根据不同类型或意图使用图像中原始数据的替代解释。弹
出菜单显示 Photo RAW 的内置配置文件： ON1标准，风景，人像，鲜艳
和中性。如果您的相机具有自己的嵌入式配置文件，则您还将在列表中
看到这些配置文件，还可以使用 Photo RAW和 X-Rite 的 ColorChecker 
和ColorChecker 相机校准软件导入自己的自定义相机配置文件。 （
请参阅  页87以获取有关如何创建自定义相机配置文件并将其导入
Photo RAW更多信息。）

Photo RAW的相机配置文件是非破坏性的，并且与您对色调或颜色所做
的任何更改无关。 

音

“色调”滑块控制全局色调或亮度和 
图像的对比度。您可以调整以下各项：

•  手动，“ AI匹配”和“ AI自动”按钮 ：“ AI匹配”按钮使用
人工智能技术自动调整“色调”面板中的控件，以使其与您在 
相机显示屏背面 看到的照片紧密匹配 。 AI自动按钮使用专有的  ON1 算法对照片执行自动色调调
整。如果您不使用这些选项中的任何一个，或者进行了后续调整，则“手动”按钮将突出显示。

• 自动色调滑块：仅当使用“ AI匹配”或“ AI自动”选项时，此选项才可用。使用此滑块将使您“淡
化”这些选项的效果。

• 曝光：向右调整此滑块将使图像变亮。向左调整将使图像变暗。

• 对比度：增加或减少图像的对比度。

• 高光：使 高光 变暗，恢复细节。

• 阴影：淡化阴影，揭示细节。

• 白：调整白点，增加或消除高光中的对比度。

• 黑色：调整黑点，增加或消除阴影中的对比度。

• 结构：通过更改局部对比度来调整图像中的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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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雾度 ：向左移动时，将消除照片中的雾度或雾气；向右移动会增强雾或霾。

注意：“ AI匹配”和“ AI自动”按钮仅影响图像的色调和饱和度。他们不调整白平衡。
如果要更改白平衡，请使用面板“颜色”部分中的“自动”按钮，或根据需要调整“温
度”和“色调”滑块，如下所述。 

颜色

颜色滑块控制温度，色调和鲜艳度。它们用于消除偏色并增强图像的颜色。默认情况下，使用原始（或DNG）文件
时，色温以开尔文（°K）为单位进行测量，这为您提供了更大，更准确的调整范围。

“色调和颜色”窗格的此部分中的设置包括：

• 自动按钮：自动按钮尝试检测并消除偏色。调整“温度”和“色调”滑块。

• 灰色滴管：用于去除图像的偏色。单击图标激活，然后单击图像中应为灰色的区域。

• 白平衡预设：此弹出窗口可让您根据常见的色温（如拍摄，自动，日光，阴天，阴影，钨，荧光，闪光
灯，自定义）更改白平衡。默认值为“拍摄”，即拍摄照片时相机记录的色温。

• 温度：此滑块可改变颜色的偏冷（蓝色）或偏暖（黄色）。编辑原始文件时，°K按钮将变为蓝色，这
表示温度以开氏度为单位。单击该按钮会将滑块更改为相对的色带。 （开尔文坡道仅在处理原始
照片时可用；其他格式使用相对滑块。）

• 色调：改变绿色或洋红色的颜色。

• 饱和度：增加或减少图像的饱和度。

• 鲜艳度：增加/减少柔和色调的颜色，仅留下更多饱和的颜色。

• 减少皮肤上的 鲜艳度 ：启用后，使用“鲜艳度”滑块进行的调整会减少在皮肤有色区域上进行的
调整。这样可以增加衣服和背景的活力，而又不会对肤色造成不利影响。

• 纯度–高光：降低 高光 的饱和度。

• 纯度–阴影：降低 阴影 的饱和度。 

细节

“详细信息”窗格包含锐化和降噪功能，这两种调整在处理照片时通常
会相互竞争。我们将它们一起添加到一个窗格中，以帮助您在初始照片
编辑期间在清晰度和噪点之间达到适当的平衡。 

锐化

“详细信息”窗格的锐化部分旨在帮助根据相机的初始状态在视觉上锐
化图像，例如，恢复可能丢失的锐度。它具有两个基本控件：数量和阈
值。 “数量”控制所应用锐化的强度，而“阈值”可通过阈值蒙版减少
细节较弱区域的锐化。

如果在调整“数量”滑块时按住Option（Mac）或Alt（ Windows ）键，则
ON1 Photo将以灰度显示照片，这样可以更轻松地查看所应用的锐化程
度。

 使用“阈值”滑块，设置为0表示锐化量将应用于每个像素。随着增加数量，它只会将锐化集中在相邻像素之间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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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差异的地方。为了帮助您确定要锐化的边缘，可以使用上述相同的Option / Alt键技巧。在此视图中，当您调整“阈
值”滑块时，白色的所有内容都将应用锐化。显示为黑色的所有内容都不会应用锐化。

注意：在调整照片的锐度或噪点时，最好以100％的视角工作。为此，您可以单击“
导航器”窗格中的100按钮，从“视图”菜单中选择“查看实际像素”，或按键盘上的
Command-Option-0（Mac）或Control-Alt-0（ Windows）。 

降噪

 降噪部分在保持图像细节的同时降低了亮度和颜色噪声。默认情况下，“ON1 Photo根据使用的相机类型在ON1 
Photo 应用少量的降噪处理。然后，您可以进一步细化亮度和颜色噪声，如下所示：

• 亮度：调整应用于图像亮度或细节的降噪的整体强度。按住Alt / Option键可在调整此滑块时仅查
看亮度。

• 彩色： 控制仅应用于图像的彩色噪点或色度的减少噪点的数量。

• 细节 ：控制要保护多少边缘细节。调整此滑块时，按住Alt / Option键可查看边缘遮罩。

•  移除热像素：如果图像中有单独的，喷出的像素，则启用此设置会移除它们，并将该像素的颜色更
改为与周围像素融合的颜色。此设置还有助于减少长时间曝光时的噪音。

 “详细信息”窗格用于调整照片的基本级别锐化和降噪。如果希望对打印或其他输出用途应用进一步的锐化，则
可以在“效果”选项卡或“调整大小”模块中添加更有针对性的锐化和降噪功能（如果希望对输出进行锐化）。 

注意： ON1 Photo RAW2020使用改进的降噪引擎，可通过“详细信息”面板中的“版
本”弹出窗口获得该引擎。为了提供编辑兼容性，以前版本中编辑过的照片将默认为
2017降噪模型，而在ON1 Photo RAW2020中编辑的新照片将默认为新模型。您可以通
过“版本”弹出窗口将任何图像更改为其他模型。

款式

“详细信息”窗格的顶部具有一组内置样式。样式就像是窗格的预设调整：它们提供了一组设置，以帮助您入门窗
格或应用特定效果。 

您可以通过单击窗格中的样式图标来使用样式，然后可以根据需要调整滑块以为照片获得合适的效果。

您可以将自己的设置保存为样式。只需单击该窗格的样式列表最右侧的“更多”图标，然后从弹出菜单中选择“保存
新样式”。命名您的样式，然后将其添加到“更多”菜单的顶部。要应用保存的样式，请从“更多”弹出菜单中选择样
式。要调整已保存样式的设置，请应用它，对滑块或其他选项进行任何更改，然后单击“更多”弹出窗口，然后从菜
单中选择“使用当前设置更新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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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头校正 

镜头校正窗格（从其元数据中）检测照片中使用的镜头，并在 ON1 
Photo的内部镜头数据库中搜索适当的配置文件。如果找到，该配置文件
将自动应用，从而减少失真，色差和周边衰减。

 注意：镜头配置文件只能应用于通过浏览打开的原始照片。如
果将 Photo R AW用作插件，则镜头配置文件不会对您的照片产
生任何影响，尽管在窗格的“手动”部分中进行的调整将应用
于最终照片。

 如果Photo RAW 没有镜头的内置配置文件，或者您希望对照片进行进
一步校正，则可以通过单击“手动”三角形进行手动调整。在那里，您可
以通过向右或向左移动滑块来调整枕形（照片线向内弯曲）或镜筒（线
向外弯曲）失真。 “手册”部分还可以帮助消除可能在边缘出现的任何紫色或绿色条纹，并可以减少在镜头外边
缘可能发生的光衰减（渐晕）。

 提示： 如果您的个人资料数据库中没有镜头，请打开使用该镜头拍摄的典型照片，
然后在“镜头校正”窗格中调整“手动”设置以修复任何镜头异常。通过单击“样式”
弹出窗口并选择“保存新样式”，将这些设置另存为样式。当您打开使用该镜头拍摄
的其他照片时，请从“样式”弹出窗口中选择该样式。

通过此链接 可在ON1支持网站上找到当前支持的镜头配置文件列表。

 转变

变换将失真和透视校正应用于图像，并提供旋转和缩放选项。您可以
使用这些设置对透视图或变形进行小的调整。 

窗格顶部的三个图标使您可以将特定的变换应用于当前照片：

• 梯形失真校正 使您可以将图像投影在倾斜的表面上。这
种效果通常用于帮助调整建筑照片中的视角。选择“梯形
校正”选项将为您提供一个在四个角具有四个手柄的框。
您可以向任何方向延伸手柄。完成后，单击梯形框中央的“
应用”按钮。

• 关卡的 工作方式与“裁剪”工具中的类似（在页57）。
选择该工具，然后单击并拖动图像中应该水平的元素。

• 移动可让您调整图像在画布上的位置。单击并拖动以重新定位。

当您要调整照片的视角时，梯形失真可能会有所帮助。只需调整四个角以与应该具有平行线的对象（例如窗户或
门）对齐，然后单击“应用”按钮。应用变换时，“变换”窗格不应用裁剪；您将需要使用“裁剪”工具来执行此操
作。

除上述工具外，以下选项还将应用特定的转换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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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垂直：调整垂直透视图。

• 水平：调整水平透视图。

• 旋转 ：将画布顺时针或逆时针旋转最多45°。

• 缩放 ：将图像从中心放大到100％。

• 宽高比： 水平（向左移动滑块）或垂直（向右）拉伸图像。

• Shift：向左或向右平移图像。

• 上升：向上或向下平移图像。 

“变换”窗格底部的“网格”弹出菜单可让您在调整窗格的滑块时显示网格覆盖。窗格的默认设置为“无网格”，但
您也可以在10％（大），5％（中）或1％（精细）网格设置之间进行选择。

大部分时间，“变换”工具效果最佳。不一定要以极高的视角来固定照片，但通常可以进行一些微调，特别是如果您
使用“转换”面板的某些其他控件或“镜头校正”面板的“手动”部分对其进行了微调。此外，该工具在手术后不施
肥。如果对转换结果感到满意，请使用“裁剪”工具完成工作。

创建和添加自定义相机配置文件 

如“色调和颜色”面板 （ 第页 83），您可以创建自己的自定义相机配置文件并将其导入到 Photo RAW 。自定义相
机配置文件可以帮助提高照片色彩还原的保真度，对于某些摄影师来说，这可能是一个有用的工具。

“变换”窗格的“梯形校正”选项可以帮助解决照片中的透视问题。单击“梯形失真校正”图标会为您提供一个框，您可以使用该框对齐应该具有平行线的对象的四个角（左上
方）。对齐对象的边缘后，单击中心的“应用”按钮以创建变换，并根据需要应用裁切。 （有时，您会发现使用“镜头校正”窗格的手动部分可以帮助减少“梯形校正”操作可能
造成的某些失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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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构建新的配置文件，您将需要颜色配置文件目标和用于创建配置文件的特殊软件。 ON1 在开发过程中与 X-Rite 
Inc.合作创建了一个工作流程，该工作流程有助于简化此过程并确保在构建相机配置文件时保持一致的结果。除了 
ON1 Photo RAW2020外，您还需要参考目标，例如 ColorChecker 系列之一和 X-Rite的ColorChecker相机校准应用
程序。 

创建自定义配置文件的过程如下：

• 关闭相机上的自动白平衡；将其设置为
要拍摄目标的照明条件（日光，钨，闪光
灯，荧光灯）。

• 将色彩参考目标放在光线均匀的场景中
心。拍张照片。

• 在 Photo RAW的显影选项卡中打开照
片。 

• 在“色调和颜色”面板的“相机配置文
件”部分，从弹出菜单中选择“线性原始”
配置文件。 

• 单击“颜色”“色调和颜色”面板（请参
阅第页 84 ）中的“部分”，然后单击目
标中的浅灰色色块之一。这将中和图像。

• 使用导出功能，将照片导出为TIFF，然
后从文件类型选项下的弹出窗口中选择“
相机校准”色彩空间。 （请参阅 页 <OV> 
如果您需要从Photo RAW 导出照片的帮
助。）

•  使用爱X-Rite 的ColorChecker相机校准
软件，打开导出的TIFF文件。该应用程序
应找到并对齐目标；如果是这样，请单击
创建配置文件按钮，然后保存导出的配置
文件。如果找不到目标，请按照软件中的
指导进行操作，以帮助您增加拍摄新照片
的机会。

• 在Photo RAW，进入使用您所配置的相
机创建的照片的“显影”模块。在“色调和
颜色”面板中，单击“相机配置文件”弹出
菜单中的“导入配置文件”项。找到导出
的配置文件，然后选择“打开”。您的个人
资料现已安装。 
   
  注意： 您可以在 X-Rite网站xritephoto.
com/camerasolutions 上找到不同的ColorChecker选项 。

当您打开带有彩色目标的照片时，将相机配置文件设置为Linear Raw，然后使用灰色
的滴管通过单击浅灰色的目标之一（上面的圆圈）来中和照片。

导出中和的目标时，将文件类型设置为TIFF，将颜色空
间设置为Camera Calibration Space。

使用爱 X-Rite 的ColorChecker相机校准应用程序，您可以打开导出的TIFF文件，并创
建自己的自定义相机配置文件。然后，通过“开发”中的“相机配置文件”弹出窗口导
入配置文件，以将其与用该相机拍摄的照片一起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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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ON1 效果进行样式化

 如果“显影”是您开始编辑照片的基础，则“效果”是一门精修课。效果器具有30个可以按任意顺序堆叠的滤镜，并
具有广泛的混合和遮罩选项，使您可以轻松创建令人惊叹的专业级照片。而且，由于它是基于ON1 Photo RAW2020
的非破坏性编辑引擎构建的，因此您可以从“浏览”转到“开发到效果”，然后再次返回，从而保留您的编辑，蒙版
等内容，而不必担心保存文件的多个版本。

尽管“开发”和“效果”共享相同的工具，但“效果”在如何应用调整（在“效果”中称为“滤镜”）方面更加可定制。 
Develop内部的编辑堆栈是固定的，而Effects中的堆栈则非常灵活。以下是您可以在“效果”中使用图像进行的一些
操作：

• 您可以按任何顺序添加过滤器（即使是同一过滤器的多个实例）。

• 在堆栈中上下移动过滤器。

• 向所有或某些滤镜添加混合选项，并分别设置每个滤镜的不透明度。 

• 为您添加的每个滤镜创建复杂的蒙版，让您有选择地将滤镜应用于图像的特定部分。

 除了创建和使用预设外，您还可以将“编辑”模块设置从一个文件复制并粘贴到另一个文件，或者将一张照片上的
编辑同步到一组照片。这些操作都可以在任何编辑模块以及浏览中执行，从而增加了 ON1 Photo RAW2020的灵活
性。 （请参阅“ 复制设置并同步编辑”<OV>有关如何在照片之间复制编辑的详细信息。）

筛选器

滤镜是效果编辑功能的基础。每个过滤器都是一种调整类型，非常类似于Develop内部的基本调整窗格，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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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过滤器比Develop窗格具有更多的功能。每个滤镜就像您正在处理 的基本图像上的可移动，可编辑层 。您可
以使用Effects的蒙版工具将滤镜仅应用于图像的一部分，并且可以更改混合模式（以及滤镜的不透明度），以更改
滤镜与堆栈中上方和下方的滤镜交互的方式。

“效果”选项卡具有30种滤镜类型，可通过“效果”选项卡顶部的“添加滤镜”按钮或通过窗口左侧的“滤镜”窗格
添加。您可以按任何顺序应用过滤器，并且堆栈中可以有多个过滤器实例。 （当您在图像上创建复杂的蒙版并希
望在照片的不同部分应用相同的滤镜时，这将很有帮助。）

筛选器概述

每个过滤器窗格具有一组不同的调整选项和控件，但
是每个过滤器窗格具有相同的五个部分：

A. 过滤器开/关按钮（左）；显示/隐藏蒙版（
右）

B. 显示混合模式选项（左）；重置过滤器（中）
；从堆栈中删除过滤器（右）。

C. 过滤器不透明度设置。

D. 用于过滤器预设的“样式”窗格。

E. 用于调整该过滤器特定设置的控制区域（取
决于所选过滤器）。

使用“添加过滤器”按钮应用过滤器 

如果单击“效果”选项卡顶部的“添加滤镜”
按钮，则将打开“滤镜”窗口，其中包含所有
30个滤镜的列表。如果将光标移到过滤器名
称上，则窗口的右侧将有一个小的前/后缩略
图，简短说明以及与该过滤器相关的关键字
列表。要添加过滤器，请在过滤器名称上单
击一次，它将其添加到当前过滤器上方的堆
栈中。如果堆栈中没有任何过滤器，则新过
滤器将位于堆栈顶部。您可以在任何过滤器
中单击并拖动标题栏，以在堆栈中上下移动
标题栏。

 如果不确定要查找的内容，则可以使用“单
色”，“对比度”，“锐化”等关键字搜索过滤
器。然后，Photo RAW会将搜索范围缩小到与您的搜索词相匹配的过滤器。 

效果内部的过滤器概述（在本例中为“跨过程”过滤器）。

单击“效果”选项卡顶部的“添加滤镜”按钮时，将打开“滤镜”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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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过滤器浏览器应用过滤器

除了在“浏览”和“编辑”模块中找到的“预设”面
板之外，“效果”在屏幕左侧还有一个附加的“筛选
器”面板。此面板使您可以浏览“效果”中的所有滤
镜，并显示该滤镜可用样式的预览。

要选择“过滤器”面板，请单击“过滤器”选项卡。
将显示过滤器列表，单击过滤器将显示具有该过滤
器可用样式的图像缩略图。要选择一种样式，请单
击样式，然后“效果”会将该过滤器添加到“总体设
置”窗格中。请注意，这将替换堆栈中当前选择的过
滤器；要在堆栈顶部添加一个新滤镜，请单击右侧“
效果”选项卡顶部的“添加滤镜”按钮，然后从列表
中选择一个滤镜。 （您也可以单击并拖动任何过滤
器的标题栏，然后在堆栈中上下移动它。）

如果您希望以滤镜的样式更大范围地显示所选照片
的外观，请单击类别标题栏中的“快速查看浏览器”
图标。这将在整个Photo 2019界面上显示一个窗口，
其中包含该类别中的所有预设。 （按Escape键以关
闭快速查看浏览器。） 

要在过滤器样式面板中更改缩略图的大小，请从“视
图”菜单中选择“浏览器模式”选项，然后选择“一
栏，两栏或三栏缩略图”视图。 （如果从“浏览器模
式”子菜单中选择“缩略图”，则“过滤器和预设”面
板将显示为缩略图。）

 如果需要有关各种过滤器操作的帮助，请单击面板
右上方的“信息”按钮。选中该按钮后，将鼠标悬停
在滤镜上时，Photo RAW将显示一个小的弹出窗口，
其中包含在“添加滤镜”窗口中找到的相同描述（带
有缩略图的前/后）。再次单击“信息”按钮以关闭此
显示。

在过滤器浏览器中搜索过滤器样式

要在“过滤器浏览器”中搜索样式，请在面板底部的
搜索字段中输入要查找的名称。搜索结果将出现在
名为搜索结果的新子文件夹中，该子文件夹将自动选择。

将过滤器样式另存为收藏夹

如果将鼠标悬停在“过滤器浏览器”或“快速查看浏览器”中的过滤器
样式的缩略图上，则会看到一个心形图标。单击该图标将使心脏充满，并将该样式添加到“收藏夹”类别中。此类
别位于过滤器列表的顶部，并且包含您选择作为收藏夹的所有过滤器样式。要删除收藏夹，请打开“收藏夹”类
别，然后在心脏图标中再次单击。

要将滤镜样式应用于照片，只需在滤镜浏览器或快速查看浏览器中单击样式即可。

滤镜浏览器具有效果中所有可用滤镜的列表（左）。单击滤镜将使用您的照片显示滤
镜样式的缩略图（右）。

将鼠标悬停在列表中的过滤器上时，“快速查看浏览
器”图标将显示在过滤器名称的左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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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过滤器窗格

默认情况下，滤镜堆栈为空，但是，如果您应用了使用来自Effects的滤镜的预设，则会在堆栈中看到这些滤镜。单
击过滤器窗格左上角的按钮将打开或关闭该效果，如果您想在所做的其他编辑的上下文中查看效果，这将很有帮
助。如果您不喜欢该效果，请单击窗格标题栏中的“ X”图标将其删除。 “删除”按钮旁边的“重置”按钮（用'' 表
示 ）会将该窗格的设置重置为其默认设置。

 要在堆栈中向上或向下移动过滤器，请单击窗格的标题栏并将其向上或向下拖动。拖动时，窗格之间会出现一条粗
白线。在希望过滤器移动的位置放开鼠标。

提示：可以通过单击窗格的标题栏来折叠每个窗格（将光标移到标题栏上时可以看
到“隐藏/显示”链接，但是可以单击整个标题栏）。如果您不想在有很多打开的窗格
时上下滚动过滤器堆栈，请转到“窗口”菜单并选择“独奏模式”。这将使当前窗格保
持打开状态，并将隐藏所有其他窗格。单击另一窗格将打开该窗格并折叠前一个窗
格。

 “滤镜”面板的“快速查看浏览器”选项与“预设”面板的选项相同：单击滤镜名称右侧的图标，“Photo RAW将显示应用了该滤镜样式的当前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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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式

所有的“效果”滤镜在窗格的顶部都有一组内置样式。
样式就像是窗格的预设调整：它们提供了一组设置，以
帮助您入门窗格或应用特定效果。

您可以通过单击窗格中的样式图标来使用样式，然后可
以根据需要调整滑块以为照片获得合适的效果。

您也可以将自己的设置保存为样式。只需单击该窗格的样式列表最右侧的“更多”图
标，然后从弹出菜单中选择“保存新样式”。命名您的样式，然后将其添加到“更多”
菜单的顶部（见右图）。要应用保存的样式，请从“更多”弹出菜单中选择样式。要调
整已保存样式的设置，请应用它，对滑块或其他选项进行任何更改，然后右键单击“
更多”弹出窗口，然后从菜单中选择“使用当前设置更新样式”。

过滤口罩

每个滤镜（和局部调整）都有一个与之关联的遮罩，它使您可以使用“遮罩笔刷”（
或在“局部”选项卡中工作时使用“局部调整笔刷和渐变”）和“遮罩”将该滤镜的
效果应用于图像的特定区域。错误工具。默认情况下，遮罩为白色，这意味着效果在图像的每个部分都是可见的。
例如，使用“遮罩笔刷”，可以在希望不受滤镜影响的区域“画出”效果。或者，您可以反转滤镜的蒙版，然后选择“
绘制”在滤镜所需的位置。

添加过滤器时，遮罩在技术上是隐藏的。您可以通过选择并使用两个遮罩工具之一来添加一个，或者通过单击过
滤器窗格标题栏中的“显示/隐藏遮罩”图标来添加一个（该图标最初将在其中间以加号表示） 。当您以任何一种
方式添加蒙版时，“显示蒙版”图标的内容将代表该过滤层 上的蒙版 。

 Photo RAW 有两个选项可用于查看蒙版的内容：以红色叠加层显示在图像顶部（默认），或仅以蒙版本身查看，以
灰度表示。这些选项可从“蒙版”菜单中获得。选择“显示蒙版”以查看蒙版，而“查看模式”选项可让您在两种模
式之间切换。 （Photo RAW将记住以前的设置。）

任何效果或局部调整的“遮罩”部分均具有以下内容，如下所示（以“动态对比度”滤镜为例）：

A. 显示/隐藏蒙版图标，显示当前蒙版的内容。添加效
果时，默认蒙版内容为白色，添加局部调整层时为
默认黑色。

B. 设置蒙版的整体不透明度。

C. 当前遮罩的更大显示，带有用于反转，重置，复制，
粘贴和查看/隐藏遮罩内容的按钮。流明按钮可创建
图像的亮度蒙版。

D. 密度将整个蒙版密度从黑色（100）调整为白色（0）
。羽毛使面具模糊。

E. “级别”和“窗口”设置使您可以调整蒙版的黑点和
白点，并以不同的方式对其进行微调。

F. 使用“颜色范围”选项，您可以选择一种颜色（通过
滴管工具选择），并根据所选颜色的范围制作或调
整蒙版。 

分割色调滤镜的样式。

已保存的样式显示在“更多”菜单的
顶部。 

“效果”中滤镜窗格的“蒙版选项”部分的概述，其中显示了亮度蒙
版。在“局部调整”选项卡或“层”窗格中的层上工作时，“遮罩选项”
也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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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光面罩

发光蒙版是一种专业的蒙版类型，您可以在Photo RAW任何可以创建蒙版的地方进行创建。此蒙版使用图像中的
亮度（或亮度）值来让您使用效果定位特定的色调范围（或将效果隐藏在这些色调中）。非常适合对图像的特定区
域进行细微增强。

要添加这些蒙版之一，请单击“蒙版”选项区域中的“流明”按钮，或从“蒙版”菜单中选择“创建光度蒙版”。如果
查看蒙版，您会发现它看起来像图像的黑白版本。使用发光度蒙版时，根据下面像素的亮度值，您的效果将以增加
的量应用：如果像素为黑色，则不会应用任何效果；如果是白色，将完全使用；对于所有其他色调，效果将以像素亮
度的百分比形式应用，从0（白色）到100（黑色）。

您可以使用“色阶”或“窗口”控件通过发光度蒙版进一步定位色调。使用“色阶”设置，可以设置蒙版的黑点（左三
角形）和白点（右），中点或伽玛值由中间三角形调整。这使您可以优化蒙版以将焦点集中在图像中的亮度值的窄带
上。例如，如果您想将效果集中在中间调上，将白色和黑色点放入“色阶”滑块的中间，然后调整中点，将比使用“遮
罩笔刷”更快地实现此目的。

“窗口”滑块与“级别”滑块相似，因为它的两侧都像黑点滑块一样工作。当您左右移动三角形时，这些点之外的所
有色调范围将变为黑色，从而将受影响的那些区域保留在蒙版的“窗口”内。例如，如果只希望图像中的阴影有效
果，则可以将右滑块向左移动大约三分之二。

颜色范围选择

“颜色范围”选项使您可以使用特定颜色创建遮罩，该特定遮罩可以是图像内部的一种，也可以是通过系统的颜色
选择器的一种。要使用此选项，请单击“颜色范围”部分旁边的“打开”按钮，然后单击吸管工具以在图像内选择要
采样的颜色。然后，您可以使用滑块基于该颜色扩展或收缩蒙版：数字越小表示选择的颜色越少，数字越大表示选
择的颜色越多。

掩蔽技巧

以下是在“蒙版”窗格中使用各种选项的一些技巧：

• 您可以使用多个遮罩工具来创建和修改遮罩。例如，您可以从亮度蒙版开始，使用“级别”或“窗
口”滑块调整蒙版的色调范围，然后使用“蒙版画笔”或“蒙版错误”进一步完善蒙版。但是，亮度蒙
版始终会覆盖当前蒙版，因此您应该从此处开始。

具有以灰度模式显示的亮度蒙版的照片（使用“蒙版”菜单的“查看蒙版”选项中的设置进行设置）。通过“密度”，“羽毛”，“色阶”和“窗口”控
件细化发光蒙版时，查看蒙版会很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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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羽毛”滑块可平滑蒙版和非蒙版区域之间的过渡。

• 创建蒙版后，降低“密度”滑块可增强效果。可以将其想象为“反向淡入淡出”：在100时，您的所有
蒙版都可见，在0时，蒙版完全是白色。

• 因为在不同的滤镜上使用相同的蒙版有时会有所帮助，所以请使用“复制”按钮从一个滤镜中获取
蒙版的内容，然后使用“粘贴”按钮将其粘贴到另一个滤镜的蒙版上。

删除过滤器

您可以通过选择过滤器并按过滤器窗格右侧的“ X”图标来删除它。

过滤不透明度

每个滤镜都有不透明度设置，可以有效地调整滤镜的强度。位于每个滤镜窗格顶部的“不透明度”滑块的范围从0（
无效果）到100（全效果）。这意味着在100时，所有滤镜都将应用于堆栈中的图像。值为50时，过滤强度为原来的一
半，效果却差得多。使用滤镜的不透明度通常可以帮助柔化效果，而这是您无法获得的。

例如，如果您向图像添加了黑白滤镜，但是想要褪色的，柔和的色彩效果，只需降低该滤镜的不透明度即可。减少不
透明度的程度越多，黑白效果越差。

默认情况下，添加过滤器时，不透明度将设置为100。但是，可以创建预设，并具有给定过滤器所需的不透明度。 

混合模式

 除了不透明度外，还有一个非常强大的选项可用于调整滤镜的强度和效果：混合模式。混合模式确定滤镜如何与图
像堆栈中其下方的滤镜交互。混合模式可以使图像变暗或变亮，具体取决于所选的模式，而其他模式则可以调整
对比度或颜色。ON1 Photo RAW2020的混合模式还使您可以将混合模式应用于图像中的特定颜色或色调，使其成
为精确编辑图像的非常有用的工具。例如，您可以仅对图像的中间色调应用锐化，这在横向图像中非常有用。

要查看混合模式，请单击过滤器窗格顶部的“混合选项”齿轮图标。 “混合选项”区域将从面板顶部下拉。混合选
项控件为：

• 混合选项：混合模式的弹出列表。列表中有24种常见的混合模式，包括“正常”，“变亮”，“变暗”，“
屏幕”，“相乘”，“柔光”，“硬光”，“覆盖”和“颜色”。

• 应用于：可以将混合模式应用于特定的颜色或色调范围。选项是；所有（默认值），高光，中间色调，
阴影，红色，绿色，蓝色，洋红色，Cyans，黄色，肉色，鲜艳颜色和中性色。 （您也可以通过选择窗
格中的“滴管工具”并单击图像中的颜色来手动选择颜色范围。）

当您选择此菜单中的一个选项时，调整仅基于指定的亮度，色相或饱和度范围应用于图像的该部分。 “范围”滑
块可扩展或收缩所选选项，“高光”，“阴影”和“蒙皮”滑块可保护这些设置免于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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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模式如何工作

 在其基本层次上，混合模式确定一层上的像素如何
与其下方的层进行交互。在 ON1 Photo RAW2020中
使用24种混合模式时，可能很难知道在任何给定情
况下要使用哪种混合模式，但是可以将它们轻松地
分为正常（默认模式）和五个类别：暗化，亮化，对比
度，比较，和颜色/亮度。

“法线”是使用最广泛的方法：假定层不透明度为
100％，它仅将效果应用于调整（或效果）中的所有像
素。

其他模式使用各种数学公式应用该类别效果的不同
级别，有时可能很难知道哪种模式最适合哪种照片。
通常，当您知道要如何应用效果（例如，通过变暗）
时，您需要对该类别中的不同模式进行一些实验，以
确定哪种模式效果最好。

主不透明度，混合和蒙版选项

效果还具有用于整个图像堆栈的母版不透明度和母版混合模式选项，并包括母版遮罩选项。位于“效果”选项卡顶
部的“主不透明度”滑块可控制复合滤镜堆栈相对于原始图像的强度（如果您尚未对其进行任何其他编辑操作）或
相对于其内部的图像的强度。编辑模块。

可以通过“编辑”选项卡顶部的齿轮图标访问“主混合模式”选项。它具有与各个过滤器窗格中的混合选项相同的
控件。

要创建主蒙版，请单击“编辑”选项卡中“保存预设”图标旁边的蒙版图标。此蒙版适用于整个效果堆栈，可让您有
选择地添加或删除整个效果。 

筛选器类型

 效果有30种滤镜类型供您在ON1 Photo RAW2020中使用。每个滤镜的第一行都有一组样式，提供了使用该滤镜的
一系列常用或有用的选项。您还可以通过单击“样式”行末尾的“更多”弹出窗口来保存自己的预设样式。

古董

古董滤镜为您的图像增添了陈旧的外观；与Vintage滤镜不同，此滤镜更
着重于单色或手绘外观。

• 颜色：显示颜色选项的列表，这些颜色的色调与“分离色
调”滤镜相似，提供双色调风格的效果。

• 亮度 ：调整图像的整体亮度。

• 淡入淡出：在图像上添加白色填充，给人以褪色照片的感
觉。

• 饱和度：调整色彩饱和度。向左移动滑块可降低饱和度；向右移动它会增加它。

• 胶片颗粒：数量控制强度和大小，决定颗粒的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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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白

该窗格用于将彩色图像转换为单色图像，尽管它与“显影”中的“黑白”
窗格共享某些设置，但是您可以在“效果”中找到其他色调功能。

窗格顶部的样式表示通常应用于图像的不同滤镜类型，而“自动”按钮
会自动选择图像的黑白点。要手动操作色调，请将颜色范围滑块向右（增
加亮度）或向左（减少）移动。或者，您可以从“转换”弹出窗口中选择“
通道混合器”选项，然后使用滑块选择一种外观，以突出您最感兴趣的
色调。

要直接在照片内部更改色调，请在窗格中选择“颜色响应”工具：单击它
以选择该工具，然后在图像中单击并拖动以增加或减小所选颜色范围的
亮度。

音

“黑白”窗格的“色调”部分类似于“开发”中“色调和颜色”窗格中的部
分：您可以直接在滤镜窗格中调整亮度，对比度，高光和阴影，黑白和细
节。

碳粉

过滤器的“碳粉”部分旨在近似于许多传统和流行的基于暗室的纸张碳
粉，从棕褐色到铂金，硒，咖啡等。您可以通过“类型”弹出菜单从20多
个色调选项中进行选择，并调整纸张（由窗格的“高光”部分表示）和银
色（由“阴影”表示）的组合。要调整选项，您可以调整每个设置的色相
或数量，并使用“交换色调”图标（位于“突出显示”颜色旁边）来交换
突出显示和阴影的颜色。 “保留白色和黑色”按钮使纯白色和纯黑色保
持中性，而不用保留碳粉的颜色。

胶片颗粒

黑白窗格的最后一部分是胶片颗粒，与“碳粉”部分一样，它旨在为照片添加经典的胶片颗粒外观。要添加胶片颗
粒，请从流行的黑白胶片的下拉列表中选择。 “数量”滑块控制效果的强度，而“大小”滑块调整晶粒的比例。

漂白绕道

该过滤器基于旧的彩色胶片处理技术，在该技术中跳过了漂白步骤。它
降低了饱和度并增加了对比度。

• 数量：控制漂白剂旁路外观的强度或数量。

• 亮度：调整图像的整体亮度。

• 对比度：增加或减少整体对比度。

• 细节：通过增加微对比度来增强细节。

• 饱和度：调整基础饱和度。

• 色调：单击颜色图标或使用“色相”滑块选择一种新颜色。

• 数量：调整色调的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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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糊

该滤镜具有五个用于向图像添加模糊的选项：高斯，运动，径向，曲面和
框。每个模糊都有自己的外观：

• 高斯：这是应用于图像的简单高斯模糊。它有一个滑块，“
数量”，可通过调整半径来控制模糊的强度。

• 运动：运动模糊增加了运动的外观。

• “数量”滑块控制模糊的强度，而“距离”控制相对于对象和相机之间的区域的模糊。角度
设置模糊的角度，而“平滑”滑块则软化由运动创建的线条。

• 径向：这些模糊是圆形的，从中心点开始缩小。

• 数量控制模糊的强度。质量控制模糊的噪声程度，其中1为颗粒状，而100为平滑。平滑可柔
化运动创建的线条。

• 径向模糊类型在窗格底部包括一个中心点选择器。单击图标，然后单击图像中要使模糊中
心的部分。

• 表面：这些模糊倾向于保留边缘，但会增加细节模糊。这种模糊类型可以给您“简化”的效果。数
量滑块控制模糊的强度，而阈值设置相似颜色的分组方式。

• 框 ：框模糊在概念上与高斯模糊相似，但是它使模糊基于对比的边缘。盒子模糊比高斯模糊更容
易保留边缘。

注意：尝试降低模糊强度时，请勿使用“不透明度”滑块。请改用“金额”滑块。

边框

 ON1 Photo RAW2020具有大量预制的边框和边缘，您可以将它们添加
到照片中。这些边界的范围从经典的电影边界到取景器，再到艺术效果
再到乳胶转印等等。

边框过滤器还具有广泛的控件集，用于控制您选择的边框的大小，颜色
和混合模式。

您也可以将自己的边框直接导入“边框”过滤器窗格中，或者通过Extras 
Manager（在“浏览”中可用）导入。边框文件必须是具有较大中央透明
区域的标准PNG文件类型

窗格顶部的“类别和边框”弹出窗口用于选择边框类别和每个类别中的
特定边框。有8个内置类别，按类型排序。任何用户导入的边框也将出现
在此列表中。

选择要添加的边框后，可以调整其混合模式和不透明度，如果边框具有
颜色，则可以调整其色相，饱和度和亮度。或者，如果边框是黑色或白
色，则可以为其着色。

“边框”窗格底部的“变换”部分使您可以按比例缩放边框的大小，以帮
助您获得所要的外观，“适合图像”滑块可调整边框下图像的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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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可以通过单击屏幕底部的按钮来旋转或翻转当前选择的边框。 

注意：请参阅 页面上的“其他”<?> 有关如何使用Extras Manager导入边框，纹理和
其他附件的信息，以及有关为Borders and Textures过滤器准备文件的其他信息。

混音器 

通道混合器滤镜可调整照片中各个红色，绿色和蓝色通道的强度和颜
色。您可以将其用于黑白转换，用于红外拍摄的通道交换或移动整个色
彩范围。

单击通道图标以选择特定的通道，然后使用红色，绿色和蓝色滑块增加
或减小该通道的像素值。 “常数”滑块会影响当前选定通道的亮度。

色彩调整

该窗格可让您调整照片中的特定颜色范围。窗格顶部的样式旨在帮助增
强特定的场景类型（树叶，秋天，沙漠，天空）。

在下面的窗格中，有八种颜色的色板：红色，橙色，黄色，绿色，浅绿色，
蓝色，紫色和洋红色。单击其中一种颜色，可以调整所选颜色范围的色
相，饱和度和亮度。其他设置包括：

• 范围：使用此滑块可以缩小或扩大所选颜色的范围。

• 色相：更改所选颜色范围的色相。

• 饱和度：调整所选颜色范围的饱和度。

• 亮度：调整所选颜色范围的亮度。

您还可以使用窗格的Targeted Dropper工具来动态调整色相，饱和度或亮度。为此，请单击工具，然后选择要调整的
参数。然后在您要调整的颜色上单击图像，并将光标向左或向右拖动以减小或增大效果。

色彩均衡

使用此滤镜可以调整照片的高光，中间调和阴影色调的颜色。当您希望
对照片进行颜色分级，消除阴影或高光的色偏或创建双色调或三色调样
式的图像时，此功能很有用。

要使用该窗格，请单击要调整的色调（突出显示，中间色调，阴影），然后
提高“数量”滑块。之后，使用“色相”和“亮度”控件来调整您希望获得
的外观。颜色色块最初将表示为18％的灰度，但将更改以表示该色调的
所有三个滑块的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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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彩增强剂

色彩增强器旨在使您能够完全控制图像中的色彩操作，无论是在整个图
像中还是全局范围内，或者通过调整不同的颜色范围。

窗格顶部的样式旨在帮助增强特定的场景类型（树叶，秋天，沙漠，天
空）。要调整图像中的全局颜色，请在滤镜窗格上半部分的“颜色”部分
中进行操作；要使用各个颜色范围，请使用窗格底部的“颜色范围”部
分。

颜色

窗格上半部分的“颜色”滑块控制“温度”，“色调”和“鲜艳度”。它们用
于消除偏色并增强图像的颜色。 “ Color Enhancer”窗格的此部分中的
设置包括：

• 自动按钮：自动按钮尝试检测并消除偏色。调整“温度”
和“色调”滑块。

• 灰色滴管：用于去除图像的偏色。单击图标激活，然后单
击图像中应为灰色的区域。滑块将根据您选择的样本自动调
整。

• 白平衡：此弹出式窗口可让您根据常见的色温（如拍摄，自
动，日光，阴天，阴影，钨丝，荧光灯，闪光灯，自定义）更改白平衡。默认值为As Shot，即您拍摄照片
时相机记录的色温。

• 温度：此滑块可改变颜色的偏冷（蓝色）或偏暖（黄色）。

• 色调：改变绿色或洋红色的颜色。

• 饱和度：增加或减少图像的饱和度。

• 鲜艳度：增加或减少柔和色调的颜色，仅留下更多饱和的颜色。

• 减少皮肤上的 鲜艳度 ：启用后，使用“鲜艳度”滑块进行的调整会减少在皮肤有色区域上进行的
调整。这样可以增加衣服和背景的活力，而又不会对肤色造成不利影响。

• 纯度–高光：降低 高光 的饱和度。

• 纯度–阴影：降低 阴影 的饱和度。

颜色范围

在窗格的“颜色范围”部分中，有八种颜色的色板：红色，橙色，黄色，绿色，浅绿色，蓝色，紫色和洋红色。单击其
中一种颜色，可以调整所选颜色范围的色相，饱和度和亮度。窗格中的其他设置包括：

• 范围：使用此滑块可以缩小或扩大所选颜色的范围。

• 色相：更改所选颜色范围的色相。

• 饱和度：调整所选颜色范围的饱和度。

• 亮度：调整所选颜色范围的亮度。

您还可以使用窗格的“定向滴管”工具单击照片的一部分，并动态调整色相，饱和度或亮度。为此，请单击工具，然
后选择要调整的参数。然后在您要调整的颜色上单击图像，并将光标向左或向右拖动以减小或增大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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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进程

该滤镜可模拟化学性质不正确的胶片处理效果。它会产生不自然的色彩
和高对比度。

• 颜色：交叉处理类型的下拉列表（蓝色，绿色，黄色，带有“
强”选项）。

• 数量：控制过滤器的整体强度。

• 亮度：调整整体亮度。

• 对比度：调整整体对比度。

• 饱和度：调整下划线饱和度。

曲线

“曲线”窗格是功能强大的高级工具，用于调整图像中的对比度和颜
色。窗格顶部的按钮可让您调整复合RGB通道，也可以独立调整单个的
红色，绿色或蓝色通道。

在窗格的主要部分中，X轴的左侧代表图像中的暗色调，而右侧则代表浅
色调。通过单击窗格中心的线并将其上下拖动，可以调整那些特定的色
调，使它们更亮或更暗。 （使用“曲线”进行调整时，经常注意直方图通
常很有帮助。）

动态对比

动态对比度为您的图像增加了清晰度（也称为色调对比度），使其变得
流行。它可能会产生很强的效果，因此通常与蒙版结合使用，以帮助减
轻图像某些区域的效果（例如，天空中的云经常应用过多的动态对比
度，看起来显得超现实）。

窗格的顶部可调整小，中和大细节区域的对比度；向左移动滑块可降低
对比度，而向右移动滑块可提高对比度。

由于以极端的方式调整对比度会影响图像的色调质量，因此窗格的底部
使您可以调整高光和阴影，以恢复白色和黑色区域的细节，并增加鲜艳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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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片颗粒

胶片颗粒滤镜旨在为照片增添经典的胶片颗粒外观。它的操作与“黑
白”滤镜中的部分相同，但是可以添加纹理而无需将照片转换为黑白。

要添加谷物，请从流行的黑白电影的下拉列表中选择。 “数量”滑块控
制效果的强度，而“大小”滑块调整晶粒的比例。

辉光

此窗格为图像添加柔焦发光。样式部分和“更多”弹出窗口包括许多不
同的发光类型。 “发光”面板的可调设置包括：

• 数量：控制整体发光强度。

• 光晕：设置发光效果的半径，使图像边缘模糊不清。

• 模式：可以设置发光效果的混合模式。

垃圾

此滤镜用于为图像添加脏的或脏的外观。此窗格中的设置包括：

• 数量：调整垃圾的整体强度。

• 亮度：调整图像 的整体亮度 。

• 饱和度：调整基础饱和度。

• 细节：调整细节量。

• 发光量：为垃圾添加发光。

• 模式：选择发光混合模式。

• 胶片颗粒量：将胶片颗粒添加到图像中。

• 胶片颗粒尺寸：控制颗粒尺寸。

HDR外观

该滤镜可重新创建HDR风格的色调映射，并具有突出的边缘和锐化效
果。像动态对比一样，这种效果通常会受益于蒙版或混合模式。设置包
括：

• 压缩：压缩色调以显示高光和阴影细节。

• 细节：增加细节和边缘的局部对比度。

• 清晰度：增加整体对比度。

• 高光：恢复 高光中的 细节。

• 阴影：恢复阴影中的细节。

• 鲜艳度：调整柔和色彩的 鲜艳度 。

• 发光：增加明亮的发光。

• 垃圾：添加深色粗砂外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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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头模糊

该滤镜会基于相机镜头（例如倾斜移位或景深浅）产生模糊。您可以使
用“遮罩错误”来调整图像的模糊量，或者在所需的位置刷入或刷出效
果。过滤器设置包括：

• 数量：调整模糊的整体强度。

• 光学质量：控制内部和外部羽毛的光圈形状。

• 侧面：设置镜头光圈中的叶片数量，以改变散景的形状。

• 曲率：设置光圈叶片的曲率。

• 绽放：调整高光散景。

• 亮度：控制模糊的整体亮度。

• 对比度：控制模糊区域的对比度。

• 噪点：将模拟胶片颗粒添加到模糊区域。

LUT

 LUT过滤器应用颜色查找表（LUT）来转换图像的基础颜色。 LUT首
先与视频应用程序一起使用，以为胶片提供色彩渐变（和其他）效果，
并且它们在静态摄影中越来越受欢迎。您可以应用“样式”部分的一些
默认效果，也可以通过单击过滤器中的“导入”按钮来导入自己的LUT。 
（Photo RAW 可以导入常见的LUT文件格式，包括.3DL和.CUBE文件类
型。） 

• 类别：此弹出菜单使您可以从预安装的LUT类别之一或导入
到Photo RAW 任何类别中进行选择。

• LUT： 显示所选类别中的可用LUT。

• 对比度： 让您调整基础对比度。

• 饱和度： 增加或减少饱和度。 

注意：请参阅 页面上的“其他” <?>有关如何使用Extras Manager将LUT导入Photo 
RAW。

降噪

使用此窗格可减少亮度和颜色噪声，同时保持图像细节。样式部分包括
许多不同的降噪选项，具体取决于您正在处理的图像类型。

• 亮度：调整应用于图像亮度或细节的降噪的整体强度。按住
Alt / Option键可在调整此滑块时仅查看亮度。

• 颜色：控制仅应用于图像的颜色或色度的降噪量。

• 细节：控制要保护多少边缘细节。调整此滑块时，按住Alt / 
Option键可查看边缘遮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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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用于：允许您基于颜色或亮度值将降噪限制为仅图像的一部分。选项包括高光，阴影和中间色调
以及颜色范围。要设置自定义颜色范围，请单击“滴管”图标，然后单击具有您要去除的噪点的颜色
区域。使用“范围”滑块调整颜色范围的范围或模糊度，以应用降噪。

照片滤镜

此滤镜可重新创建用于加热和冷却效果的传统纯色镜片滤镜，以及渐
变，双色和中心点滤镜。您可以从窗格顶部的弹出菜单中选择过滤器类
型，然后根据需要调整设置。每种类型提供不同的选项来选择滤镜颜色
（在双色类型的情况下为一种或多种颜色），增加饱和度或偏光等等。

实心选项包括一个部分，用于选择您希望滤镜成为的单色，以及一个“
数量”滑块，用于确定效果的强度。偏光镜滑块增加了偏光效果，有时
可以帮助清除雾度或增强图像中的蓝绿色。

使用“双色”和“渐变”滤镜选项，可以选择滤镜颜色（一种或多种颜色）
，用于滤镜过渡的羽毛和效果的方向。

“中心”类型的工作方式与“渐变”选项非常相似，不同之处在于滤镜从图像的中心辐射，您可以选择中心为清晰或
彩色。 

锐化

 此窗格可帮助增加照片的清晰度，以补偿运动中的物体或稍微失焦的
相机，或起到说明作用。ON1 Photo RAW2020提供三种用于锐化，高
通，逐行和不锐化蒙版的算法。您使用哪一个取决于图像或您的个人喜
好。样式部分和“更多”弹出窗口提供了广泛的锐化样式，可帮助您入
门。

• 类型：选择锐化方法。每种锐化方法都有自己的一组滑块。

• 数量（所有类型）：控制每种锐化类型的锐化总体强度。

• 晕轮（锐化 蒙版，高通） ：设置锐化效果的半径。较小的数
量可以保留精细的细节，而较大的数量可以夸大边缘细节。

• 阈值（锐化 蒙版，渐进式） ：根据照片中的对比度控制锐化效果。较大的设置意味着较平滑的区
域不会锐化。

• 细节（仅逐行） ：控制小细节的锐化。

•  该保护部分保护亮点，从具有锐化阴影区域和肤色应用。

皮肤修饰

“皮肤修饰”窗格用于减少斑点，使皮肤光滑并减少皮肤上的光泽。窗
格顶部的样式表示从微妙到强烈的一系列调整，“更多”弹出菜单根据
您的图像提供多种其他样式供您选择。其他设置包括：

• 瑕疵：调整粉刺，毛孔和细纹的强度。

• 平滑：调整类似于化妆粉底的平滑强度。

• 光泽：调整皮肤光泽的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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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均匀度：调整整个脸部的肤色一致性。非常适合校正过度的黄色高光，可能是绿色的阴影或减少鼻
子和耳朵的发红。

• 肤色：使用“颜色滴管”图标选择肤色。单击图标将其激活，然后再次单击图像中皮肤的颜色。

• 色彩井眼：这将显示您使用“颜色滴管”选择的颜色。单击孔将使您选择其他颜色来代表皮肤。

• 范围：调整所选颜色的精度。

分割音

该滤镜通过使用渐变图应用双色调样式的效果，该渐变图以不同的色
调来着色图像的暗和亮部分。这可用于老化图像并赋予其古董或复古外
观。样式部分提供了一些流行的分离色调效果选择，您可以通过操纵滑
块来选择高光和阴影颜色的映射来创建自己的效果。

要使用该窗格，可以在每个部分中使用“色相”滑块来选择要用于高光
和阴影的颜色。 “数量”滑块控制颜色的强度，“平衡”设置阴影和高
光颜色之间的平衡，使您可以使一种颜色更具优势。

“模式”弹出窗口可设置分割音调的混合模式。您可以选择的选项是“
正常”（不混合），“颜色”，“变亮”，“变暗”，“相乘”或“屏幕”。

太阳耀斑

该滤镜可为照片添加逼真的太阳耀斑，太阳星和散景图。您可以调整效
果的大小，移动和调整其色调和颜色，还可以添加类似于独立“阳光”滤
镜的色调。使用“类型”弹出窗口，可以在三个选项（散景，耀斑或星形）
之间进行选择，“纹理”菜单会显示所选类型的一系列选项。

滤镜的“色调和颜色”部分使您可以调整当前纹理的亮度，饱和度和色
调。

要移动纹理的位置，请单击“变换”标签旁边的图标，然后在覆盖上单击
并拖动到所需的位置。您可以使用“缩放”滑块放大叠加层，也可以通
过单击“适合画布”按钮左侧的图标来旋转或翻转叠加层。

 “ Sun Flare”窗格的底部包含一个“ Sunshine”滤镜的版本，可让您调
整整体效果的温暖度和饱和度。淡入淡出滑块可为最终效果赋予哑光
效果。  
 
 

注意：太阳耀斑取代了Photo RAW早期版本中的镜头耀斑滤镜。如果您有使用镜头眩
光滤镜的较旧照片，或者您有使用滤镜的预设，则在打开“效果”选项卡时将显示该
窗格。您只是无法将“过滤器”列表中的窗格添加到新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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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

此滤镜可增加照片中阳光的外观，并有助于使平坦多云的日子更加生
动。控制非常简单，包括对强度（数量），温暖度和饱和度的调整。您可
以使用“发光”滑块为图像添加明亮的发光。 

贴图

 “纹理”滤镜在图像上放置纹理以添加风格化外观，并且在范围和功能
上类似于“边框”滤镜。 ON1 Photo RAW2020带有丰富的纹理集，您可
以将它们添加到照片中，包括织物，金属，石材，文本等。您也可以将自己
的纹理直接导入“边界”过滤器窗格中，或通过Extras Manager（可在“
浏览”中）导入。纹理文件几乎可以是任何图像格式（JPEG，TIFF，Raw
或Photoshop）。

加载纹理文件时，它将自动旋转以匹配图像的方向。您可以使用旋转和
翻转工具来覆盖它，并使用“变换”选项在图像上缩放纹理的大小。

“纹理”窗格在窗格顶部具有“类别”和“纹理”弹出窗口，用于帮助您
缩小纹理搜索范围。有九种纹理类别，按类型排序，任何用户导入的纹
理也将出现在此列表中。

选择纹理后，可以调整其混合模式和不透明度，如果纹理具有颜色，则
可以调整其色相，饱和度和亮度。或者，如果纹理是黑色或白色，则可以
通过单击窗格下半部分的“着色”按钮来对其进行着色。

 窗格底部的“变换”部分使您可以按比例放大或缩小纹理。您还可以通
过单击屏幕底部的按钮来旋转或翻转纹理，这有助于获得所需的外观。

注意： 请参阅 页面上的“其他”<?>有关如何使用Extras Manager导入纹理（和其他
附加元素）的信息，以及有关为Borders and Textures准备文件的其他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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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调增强器

色调增强器控制图像的亮度和对比度或色调，并让您恢复高光和阴影中
的细节，并调整白点或黑点。它提供与“色调和颜色”窗格的“色调”部
分类似的控件，并且还包括一个曲线对话框。

• 自动按钮：自动按钮自动设置白点和黑点，并调整所有主要
色调设置以平衡直方图。

• 曝光：向右调整此滑块将使图像变亮。向左调整将使图像变
暗。

• 对比度：增加或减少对比度。

• 高光：使 高光 变暗，恢复细节。

• 阴影：淡化阴影，揭示细节。

• 白：调整白点，增加或消除高光中的对比度。

• 黑色：调整黑点，增加或消除阴影中的对比度。

• 压缩：压缩色调以显示高光和阴影细节。

• 细节：增加图像中的局部对比度。

• 清晰度：增强大边缘以增加清晰度。

• 曲线：“曲线”对话框是功能强大的高级工具，可用于调整对比度和颜色。 （有关调整曲线的更多
信息，请参见第18页上的“显影”部分中“曲线”部分。）

小插图

“晕影”窗格可创建灵活的渐晕，通过使框架的边缘变暗，使观看者的
眼睛聚焦于图像的中心。窗格顶部的按钮使您可以快速应用小插图，然
后使用高级控件自定义外观。样式应用常见的装饰图案类型。

• 亮度：控制小插图的明暗程度。

• 大小：控制小插图的大小。

• 羽毛：控制小插图边缘的硬度。

• 圆度：控制小插图的形状，从正方形到圆形。

• 类型：此下拉菜单可让您选择普通，微妙或柔和的晕影效
果。使用小插图时，“优先级”选项可让您保留突出显示（使
用“显影”中的“色调和颜色”窗格或“效果”中的“色调增强器”滤镜）。

窗格左下方的“中心工具”使您可以选择小插图的中心点。单击工具图标以激活，然后单击图像中您想成为小插图中
心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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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酒

Vintage滤镜用于添加陈旧的复古外观，让人联想起20世纪中后期的电影
和相纸。

• 颜色：适用于图像的各种颜色样式的下拉菜单。

• 数量：控制过滤器的整体强度。

• 饱和度：调整原始图像的饱和度。

• 胶片颗粒量：将胶片颗粒添加到图像中。

• 胶片颗粒尺寸：控制颗粒尺寸。

天气

此滤镜可将受天气影响的叠加层添加到照片。通过从“纹理”弹出菜单
中选择一种类型，顶部的“降水”部分使您可以添加雨或雪覆盖层。您
可以调整效果的不透明度，并可以通过面板的“变换”部分缩放，翻转
或旋转叠加层。

您还可以向照片添加雾效果。要启用此效果，请升高窗格底部“雾”部
分中的“数量”滑块。 “位置”弹出菜单包含用于应用效果的许多渐
变（选择“全部”以将效果应用到整个图像）。选择最适合您照片的起
点。

“距离”和“过渡”滑块可作用于渐变，让您选择“位置”渐变的强度和
长度，而“旋转”滑块可让您调整角度。 



ON1 Photo RAW 2020用户指南                                                                第3部分：在编辑模块中工作 109 

用人像修饰

 ON1 Photo RAW 2020中的人像选项卡可帮助您快速自然地修饰脸部。人像自动检测照片中的每张脸，无需刷牙即
可一次修饰和抚平皮肤，使眼睛变亮，变亮，变白。

Portrait由一个单独的遮罩工具（如有必要，用于在皮肤上画出或画出皮肤）和一个Portrait面板组成，其中包含用于
调整脸部皮肤，眼睛和嘴巴的设置。照片中的每个面孔都有其自己的过滤器窗格，因此您可以单独调整每个面孔。 

在下一页上显示的“肖像”窗格包含以下各项：

A. 脸部选择： 包括“添加脸部”按钮和在照片中找到（或添加）的所有脸部。单击脸部将选择该脸部
的肖像层（如果已经存在），或创建一个。 

B. 脸部和遮罩图标：第一个图标是该窗格脸部的一个小表示，以帮助识别其中有很多脸部的照片。面具
是给那个人的脸的。它具有与Photo RAW 其他部分相同的遮罩选项，但是通常，您只可以在该遮罩
上画入或画出皮肤。

C. 混合选项，“重置”和“删除”： 这些图标用于更改混合模式，将窗格重置为其原始状态或完全删除
该肖像层。

D. 不透明度： 设置窗格设置的整体不透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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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样式： 该窗格的预设设置的弹出列表。 Photo RAW包含许多样式，您可以在该列表中保存自己的
样式。 （参见  “式的”页上的92更多 。）

F. 眼睛和嘴巴工具：单击这些按钮将引导您完成为该窗格的脸部创建眼睛和嘴巴蒙版。 

纵向窗格的底部包括三个部分：皮肤，眼睛和嘴巴。每个部分的标签左侧都有一个开关按钮，例如，在不需要修饰
皮肤或眼睛的情况下，该按钮会很有用。皮肤部分设置包括：

G. 查看按钮：显示/隐藏当前脸部遮罩。

H. 瑕疵：调整粉刺，毛孔和细纹的强度。

I. 平滑：调整平滑强度（类似于化妆粉底）
。

J. 光泽：调整皮肤光泽的强度。

K. 均匀度：调整整个脸部肤色的 均匀度 。
非常适合校正可能太黄的高光，可能太绿
的阴影或减少鼻子和耳朵的发红。

L. 范围：调整所选颜色的精度。 

眼睛部分具有三种设置：

M. 美白： 使眼睛变白。

N. 细节： 为学生增加清晰度。

O. 自动去除红眼：单击此按钮将对眼睛进行
去除红眼。 

口部分有两个设置

P. 美白：美白 牙齿。

Q. 鲜艳度：增加嘴唇的颜色。 

纵向工作

 您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开始使用Portrait。您可以在“
浏览”中选择一张照片，然后从“文件”菜单中选择“
纵向编辑”。或者，如果您已经在“编辑”模块中，则单击“工具”井中的“面孔”工具或“人像”选项卡。然后，Photo 
RAW 将加载人像并搜索脸部。找到的每个面孔都会作为图标添加到选项卡顶部。单击该组中的一张脸将打开该脸
的肖像层。 

注意： Portrait使用复杂的技术来查找人脸，但这并不总是完美的。如果“人像”在您
的照片中找不到人脸，请单击“人像”选项卡顶部的“添加人脸”按钮。然后，在要添
加的脸部周围放置框并调整其大小。在“添加面部”叠加中单击“确定”时，将选择
其“肖像”窗格。如果创建了“鬼脸”（Photo RAW认为是鬼脸，但不是），则可以从列
表中删除该窗格。

尽管“纵向”选项卡只有一个专用工具和窗格，但它非常适合纵向修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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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像工作流程

使用人像滤镜图层的一般工作流程如下：

• 调整“皮肤”部分以使用瑕疵，平滑度和其他设置。

• 如有必要，请使用“修复”工具执行所有润饰操作。 

• 如果需要，请增加眼睛和嘴巴。

• 如有必要，调整脸罩。

要处理面部，只需单击选项卡顶部的面部图标即可。将选择该脸部的肖像层，并创建该脸部的常规遮罩。默认情况

下，不会打开任何过滤器设置。如果要调整皮肤，请单击窗格的“皮肤”部分中的“打开”按钮。通常最好放大来查
看脸部，以更准确地了解各种调整。广泛移动不同的滑块可以使您了解如何应用设置，但是要小心地使调整过大，
以使模型具有可塑性。

 如果您的面部部分需要特定的润饰需求，则可以使用“完美橡皮擦”，“润饰笔刷”或“克隆印章”进行更改。 （请
参阅 页69 有关“修复”组中工具的信息。）

 眼睛和嘴巴工具用于增强脸部的这些部分，并且在放大正在处理的脸部时效果最佳。单击“眼图”工具将为您提供
一个点选择工具。仅在每只眼睛的中心，Photo RAW 将为每只眼睛添加一个覆盖。使用每个覆盖上的手柄调整大小
或移动覆盖的边界，并在窗格的“眼睛”部分中调整设置以增加眼睛的白度或瞳孔的清晰度。 

提示： 如果您的眼睛只有一只眼睛可见，只需单击该只眼睛，然后在屏幕上的小说明
对话框中单击“确定”按钮。

单击“人像”窗格中的“眼睛”工具，Photo RAW将引导您完成向脸
部添加视点的过程。单击每个瞳孔以构建眼罩，然后调整点数以
遮盖眼睛。

 单击“口”工具将引导您完成与“眼”工具类似的过程。您单击嘴
角，Photo RAW 将创建一个蒙版。然后，您可以重新排列并移动这
些点以适合口腔和牙齿的轮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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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添加嘴巴，请单击“嘴巴”工具。默认情况下，Photo RAW 将创建一个包含可见牙齿的覆盖层。如果不是，请单
击“包括牙齿”按钮将其关闭。接下来，单击您脸上的嘴角。将创建一个与“眼图”工具生成的叠加层相似的叠加
层。在那里，您可以调整覆盖层以适应口腔，嘴唇和牙齿的轮廓，然后使用“嘴部”部分中的设置来调整牙齿的白度
或嘴唇的活力。

 最后要做的是调整面罩以微调您的修饰。制作口罩时，Photo RAW 仔细寻找面部的一般轮廓，但不包括其他皮肤。
您可能想要使下巴或脖子上的某些皮肤光滑，或者可能希望从面罩上涂一些区域（额头上的头发），以使它们不会
被软化。您可以很好地使用“工具”中的“面”工具来调整蒙版，也可以使用“细化”，“凿子”和“模糊”蒙版工具来
创建更精细的蒙版。

完成对面孔的处理后，您可以单击照片中的下一个面孔，或移至“编辑”模块中的其他选项卡。由于Photo RAW的非
破坏性工作流程，您可以随时返回以调整或增强人像。

 通过使用Faces工具在模型上画入或画出皮肤来微调修饰效果。要查看蒙版，请单击“肖像”窗格中的“查看”按钮，或从“蒙
版”菜单中选择“查看蒙版”。您可以使用ON1 Photo RAW 2020的所有蒙版细化工具和修复工具来完成修饰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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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母鸡的照片与多个面的工作，你可以通过在该层的标题栏中的单词“画像”双击单独命名每个人像层。每个图层
都有自己的单独控件和蒙版，您只需单击相应的窗格即可轻松地从一个表面移动到另一个表面。 

Photo RAW 的Portrait选项卡使您可以轻松修饰照片中的多个面孔。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肖像层，具有单独的遮罩和修饰设置，您可以通过在“肖像”窗格中单击适当的层轻松地
从一个脸移动到另一个脸。您还可以通过双击标题来重命名每个肖像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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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调整

 您可以在 ON1 Photo RAW2020中轻松对图像的部分进行局部
调整。您可以使用调整笔刷或可调渐变（或根据需要同时使用
两者）应用这些调整。您可以根据需要在图像上创建任意数量
的本地调整（通过单击“本地调整”部分顶部的“添加图层”按
钮）。 

例如，可以使用局部调整来应用渐变滤镜以使天空变暗，或者向
图像添加更复杂的小插图。本质上，本地调整是应用于图像一
部分的蒙版，您可以使用“本地”选项卡中的混合模式和亮度选
项，以强大的方式操作这些蒙版。

您可以通过局部调整执行的操作包括色调（曝光，对比度，高光
和阴影，细节），颜色（白平衡，饱和度和鲜艳度）和细节（结构
和噪点）。每个局部调整层可以具有完全不同的设置，并且可以
在图像的不同部分上使用。您还可以使用局部调整在照片的一
部分上绘画颜色，以执行特殊任务，例如皮肤修饰或替换对象
的颜色。

 与“编辑”模块的其余部分一样，局部调整独立于“显影”，“
效果”和“肖像”选项卡。您可以在“开发”中工作时创建本地调
整，切换到“效果”，然后单击“本地”选项卡，您的本地调整将
保持不变。

提示：您可以通过双击窗格中的“调整”一词来命
名每个调整层。当您有很多调整层并且希望记住哪
个调整做了什么时，这将很有帮助。 

本地标签

 要创建本地调整，请单击“本地”选项卡。如果不存在局部调整层，Photo RAW将添加一层。如果要添加其他调整
层，请单击“添加层”按钮。每个调整层的顶部包括以下选项：

• 不透明度：设置调整的不透明度。

• 样式：窗格具有多种固定样式供您开始使用，包括用
于变亮或变暗（闪避和燃烧），增加动感，固定牙齿或
红眼的样式，等等。 （您还可以通过“更多”弹出菜单
保存自己的样式。）

本地选项卡的主要部分具有在“开发”选项卡的“色调和颜色”窗
格中找到的所有相同选项：“曝光”，“对比度”，“高光”，“阴影”
，“细节”以及“色温”，“色度”，“饱和度”和“鲜艳度”。除了 这
些设置之外，本地调整窗格还包括“噪声”滑块，该滑块旨在帮助
降低目标级别的噪声（最常见于阴影中）。

 这些控件在“本地调整”面板中的工作方式相同。一个区别是，由

调整窗格可让您调整所选图像部分的基本色调和颜色设置。您还可
以设置调整的不透明度，以及应用蒙版（通过蒙版图标，顶部）和高
级混合选项（可通过齿轮菜单访问）。

“调整”窗格的“混合”控件为您提供了广泛的选项，可将局部
调整应用于图像中的目标色调和颜色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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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局部调整实际上是位于全局调整之上的图层，因此ON1 Photo RAW2020为您提供了每种调整的许多混合选项。
混合模式确定所选图层如何与图像堆栈中其下方的项目混合。

单击“本地”选项卡顶部的“混合选项”齿轮图标以下拉“混合选项”。混合选项控件为：

• 混合选项：混合模式的弹出列表。列表中有24种常见的混合模式，包括“正常”，“变亮”，“变暗”，“
屏幕”，“相乘”，“柔光”，“硬光”，“覆盖”和“颜色”。

• 应用于：可以将混合模式应用于特定的颜色或色调范围。选项是；所有（默认值），高光，中间色调，
阴影，红色，绿色，蓝色，洋红色，Cyans，黄色，肉色，鲜艳颜色和中性色。 （您也可以通过选择窗
格中的“滴管工具”并单击图像中的颜色来手动选择颜色范围。） 
 当您选择此菜单中的一个选项时，调整仅基于指定的亮度，色相或饱和度范围应用于图像的该部
分。 “范围”滑块可扩展或收缩所选选项，“高光”，“阴影”和“蒙皮”滑块可保护这些设置免于调
整。 

关于混合模式

 在其基本层次上，混合模式确定一层上的像素如何与其下方的层进行交互。在 ON1 Photo RAW2020中使用24种混
合模式时，可能很难知道在任何给定情况下要使用哪种混合模式，但是可以将它们轻松地分为正常（默认模式）和
五个类别：暗化，亮化，对比度，比较，和颜色/亮度。 

“法线”是使用最广泛的方法：假定层不透明度为100％，它仅将效果应用于调整（或效果）中的所有像素。

其他模式使用各种数学公式应用该类别效果的不同级别，有时可能很难知道哪种模式最适合哪种照片。大多数情
况下，当您知道要如何应用效果（例如通过变暗）时，您需要对该类别中的不同模式进行一些试验，以确定哪种模
式效果最好。 （请参阅 页上的“混合模式”95了解更多信息。） 

彩色绘画 

使用本地调整面板底部的“用颜色绘制”选项，可以使用“本地调整”笔刷选择一种颜色并将其绘制到图像中。它设
计用于两种情况：当您希望通过混合现有颜色对图像的某些部分进行柔化（或平整）时，并替换现有对象的颜色。 

“用颜色绘制”部分具有三个选项：“纯色绘制”，“替换颜色”和“经典”，以及用于所选颜色的色样。您可以通过
单击吸管图标从图像中选择一种颜色，也可以单击色板从系统颜色选择器中选择一种颜色。 

Solid Paint会用您选择的颜色在您刷过的所有物体上绘
画；认为它是使用“普通”混合模式绘制的。 “替换颜
色”将替换您要刷过的颜色的色相，而不是亮度。它本质上
是使用“颜色混合”模式绘画的，其中保留了白色。

Solid Paint选项是理想的皮肤柔软工具；使用滴管选择皮肤的中间色调部分，然后使用笔刷上的低不透明度设置，
可以使用笔刷在皮肤的一部分上绘画。

使用本地调整 

添加局部调整层时，在窗口顶部的“工具选项”栏中单击要使用的工具。调整笔刷非常适合处理图像中的特定对象
或区域：想要变亮的人或主要物体，想要变暗的阴影区域等等。它的工作方式与常规“遮罩笔刷”相同：您可以设置
绘画模式（输入或输出），画笔大小，羽毛和不透明度，并在希望输入或输出效果的区域中进行画笔。

可调渐变旨在将渐变蒙版应用于图像的一部分：例如，最常见的是使天空变暗。因为本地调整工具是用于遮罩的，
所以您在整个 Photo RAW拥有所有遮罩和混合选项，并且可以使用一个或两个工具（除了“精炼”，“凿子”和“模
糊蒙版”工具之外）进行精炼您所需的调整蒙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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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将标准渐变应用于局部调整，请单击工具，然后在图像中大致单击希望效果的位置。您将看到渐变的轮廓，这称
为bug。您可以使用Bug上的手柄移动渐变，增加或减少渐变的长度或旋转渐变。

 您可以通过“工具选项”栏更改渐变形状：除了标准的从暗到亮的水平渐变外，您还可以创建圆形渐变和反射渐
变，就像水平渐变一样，但是从黑色开始（没有效果）在外部边缘处变为白色（完全效果）。

提示： 要查看由“可调渐变”创建的蒙版，请从“视图”菜单中选择“显示蒙版”。您
可以选择红色叠加层（在图像上呈现遮罩），或者选择灰度（灰度图），将遮罩显示为
黑白色调。这些视图有助于理解这些渐变的工作方式。 

操纵线性渐变蒙版 

将渐变添加到图像后，可以通过访问渐变叠加层的各个部分
来对其进行修改： 

• 要移动渐变，请单击渐变中心的大圆圈并拖动。 

• 要调整径向渐变的大小，请在实线上单击并拖
动。 

• 要调整面罩的羽毛（硬度），请单击并沿虚线拖
动。

• 要旋转蒙版，请单击渐变中心附近的较小圆圈并
拖动。

使用局部调整蒙版时，“精炼”组中的所有工具（“精炼蒙版”以及“凿子和模糊”工具）可用于帮助您创建更平滑，
更逼真的蒙版。 

其他遮罩选项

每个局部调整都有自己的遮罩，并且使用在“效果和图层”中找到的相同的遮罩选项和控件。要访问遮罩，请单击局
部调整图层标题栏中的遮罩图标。在那里，您可以复制和粘贴蒙版，创建亮度蒙版以及根据颜色范围创建蒙版。有
关如何使用这些遮罩选项的特定详细信息，请参阅 第页的“过滤器蒙版”93。



ON1 Photo RAW 2020用户指南                                                                                          第4部分：将照片与 ON1 Photo RAW 2020组合 117 

第4部分：将照片与 ON1 PHOTO RAW 2020组合

对于许多摄影师而言，后期制作中的编辑并不仅仅意味着一次制作一张图像。在野外拍摄时，他们可能会捕获场景
的多张照片，以在以后融合它们以获得更大的动态范围，创建广阔的全景图，或者从正面到背面构建完美聚焦的场
景。或者，他们可能对创建只能在分层工作流中创建的复杂复合材料感兴趣。对于那些摄影师而言， ON1 Photo 
RAW 2020包括全套组合工具，可帮助他们轻松实现自己的摄影视野： 

• 图层： Photo RAW“编辑”模块提供了完整的分层工作流程，可让您创建拼贴，从多个图像中完美
融合的合成物等等。

• 全景图： 全景图功能可以从两张至25张照片中创建出令人惊叹的广阔视野，将它们融
合在一起形成一个无缝的整体。它甚至可以从手持拍摄中创建出很棒的全景图。

• HDR： 此功能可以拍摄一组以不同曝光值拍摄的照片，并将它们融合在一起以创建包
含比单次拍摄更广泛的色调（从深阴影到明亮的高光）的照片。

• 聚焦堆叠： 像HDR功能一样，聚焦堆叠可以对同一场景拍摄多张照片，每张照片具有
不同的焦点，然后将它们融合在一起，形成完美聚焦的最终结果。

与 ON1 Photo RAW 2020中的所有编辑功能一样，这些功能无损运行。您的原始照片不会更改，并且
混合后的结果照片可以在整个 Photo RAW进行重新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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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图层

 ON1 Photo RAW 2020的“编辑”模块中的“图层”功能使您可以创建快速合成，将多个图像融合
在一起，在新的天空或背景中绘画，根据其内容对齐图层等等。而且，由于“图层”紧密集成在“
编辑”模块中，因此所有工作始终可以重新编辑：您可以返回并在任何图层上添加，更改或更
新“编辑”模块内部所做的任何设置。

您可以将多张照片或同一张照片的副本合并为图层。每一层都可以单独移动，调整大小和蒙版。不仅如此，每一层
都有自己的非破坏性设置，就像 Photo RAW任何照片一样，一直返回到原始原始数据。这意味着您可以将 Photo 
RAW的所有编辑功能（基本曝光更改，相机配置文件，人像修饰，效果滤镜等）用作分层照片的一部分。

在照片上添加图层时， Photo RAW 自动创建一个扩展名为 .onphoto 的新文档，而原始照片则保持不变。在“浏览”
中可见的此文档类型包含在 Photo RAW中进行的所有图层信息和无损编辑操作。 

图层可以与当前照片的副本一样简单，以对图像的
各个部分进行比局部调整更为复杂的调整。您还
可以将其他文档添加为当前文档中的图层，以替换
天空或其他背景，添加纹理或用于创建复杂的拼贴
画。 Photo RAW 在文档中最多支持14层。

添加图层后，整个编辑模块均可用于该图层。单击图层时，可以从四个编辑选项卡中添加任何调整，创建蒙版等
等。您可以使用“变换”工具独立于整个文档来移动，旋转和缩放图层的内容。 （由于“裁剪”工具在文档级别起
作用，因此无法裁剪单个图层。）

 ON1  Photo RAW 2020内部的图层功能是完全无损的。这意味着您可以使用所有“编辑”模块的工具，选项卡和滤镜，以及与图层无关的遮罩功能，并且仍然可以保留
原始照片，并且可以随时回来以进一步增强创作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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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一个空的分层文件

您也可以在“浏览”或“编辑”模块中以空白画布开始。从“文件”菜单中选择“新
建画布”将打开一个对话框，用于以您选择的任何自定义大小创建新文件。当您
单击确定时， Photo RAW 创建一个新的 .onphoto 文件，其中包含一个透明层。
然后，您可以使用下面详述的任何选项将照片和其他附加内容添加到文件中。 
（您可以通过从“编辑”模块内的“文件”菜单中选择“画布大小”来更改现有画
布的大小。）

打开分层的 PHOTOSHOP 文件

ON1 Photo RAW 2020可以在“编辑”模块中打开大多数分层的 Photoshop 文件。发生什么情况取决于文档中层的组
成和类型：

• 如果分层文档具有基本的 Photoshop 图层和蒙版，则 Photo RAW 将在“编辑”中打开文档，并且
在“图层”窗格中可见每个图层和蒙版。 

• 如果 Photoshop 文件具有专业图层（智能对象，文本图层，图层样式），则 Photo RAW 将使可见图
层变平并使您可以在复合图层上工作。

无论哪种情况， Photo RAW 都会将文件转换为 .onphoto 文件，并保留您以前的文档。

使用图层窗格 

“图层”窗格非常简单，分为三个部分：

A. 图层不透明度： 反映当前所选图层的不透
明度。

B. 图层： 此处列出了文档中的所有 图层 ，以
及图层内容和图层蒙版的缩略图（如果有
的话）；当前选定的图层周围带有彩色轮廓
（基于在“系统偏好设置”的“常规”选项
卡中选择的“强调颜色”）。您可以通过双
击标题来重命名图层。

C. 图层工具： “图层”窗格底部的工具栏包
括（从左到右）用于添加图层，复制当前图
层，删除当前图层，合并图层以及设置图层
的混合选项的按钮。

处理层命令

可以通过“层”菜单，“层”窗格底部的工具栏以及右键单击任何层
时获得的弹出菜单访问 Photo RAW 大多数层命令。 

图层可见性 

单击图层缩略图左侧的按钮，可以打开或关闭图层的可见性。禁用
时，该层对合成图像没有影响。 

“浏览”和“编辑”模块中均提供“新建
画布”菜单项。

Photo RAW“图层”窗格。这张照片有四个活动层。

右键单击图层会显示可用的图层操作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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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不透明度 

不透明度滑块控制所选图层的不透明度或强度。默认值为100％。在较低的设置下，该图层将与其下的图层融合。更
改图层的混合模式和不透明度可以创建各种颜色和色调效果。 

更改图层顺序 

您可以通过将图层拖放到所需的顺序来更改图层的顺序。 

重命名图层 

您可以通过双击图层来重命名。名称变成一个可编辑的字段。输入您的首选名称，然后按Enter。 

删除图层 

您可以选择一个图层，然后从主图层或弹出菜单中选择“删除图层”，或按工具栏中的“删除”按钮来删除图层。 

重置图层蒙版和变换操作

从“层”菜单或弹出窗口中选择“重置层属性”将删除您对当前层所做的任何层蒙版或变换操作。要重置对图层进
行的任何“显像”，“效果”或“人像”设置或局部调整，请单击“编辑”模块主窗口右下角的“重置图层”按钮。 

复制图层 

您可以通过按窗格工具栏中的“复制图层”按钮，或右键单击该图层并从弹出菜单中选择“复制图层”，来复制或复
制当前图层。 

合并图层 

您可以将两个图层合并在一起：选择（两个图层中的）顶层，然后在“图层”窗格的工具栏中单击“合并”按钮，右键
单击图层，然后选择它们并在工具栏中单击“合并”按钮，或者通过图层菜单或图层弹出菜单。合并的图层将继承
顶层的名称。

您还可以通过从“图层”菜单或弹出菜单中选择“合并可见”来合并所有可见图层。合并的复合材料将使用所选图
层的名称。

从图层创建合成

有时，您可能想要在文件中创建所有图层的合成，也许要在“效果”或“开发”中执行一些最终整理，或者保留您当
前的图层状态（如快照）。若要创建复合材料，请从“层”菜单或弹出菜单中选择“创建冲压层”。所有可见的图层都
将合并为一个合成，该合成位于“图层”堆栈的顶部。

更改混合模式 

混合模式决定了所选图层如何与其下方的图层融合。默认混合模式为“普通”。这样可以保持上层的完全不透明
度。图层还支持许多其他混合模式，可用于更改图像的亮度，对比度和颜色。查看 有关混合模式 <?> 的更多详细
信息，请参见 第“页面 上的混合模式”。 

图层蒙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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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使用任何遮罩工具，则将自动创建图层遮罩。单击图层的蒙版图标将显示标准的 Photo RAW 蒙版选项，您可
以使用所有“编辑”模块的蒙版工具来创建或修改图层蒙版。您还可以通过“蒙版”选项部分或“蒙版”菜单复制和
粘贴图层蒙版（包括“效果”滤镜中的蒙版）。查看 从 <?> 页面 开始的 页 <?> 有关使用 Photo RAW的蒙版工具的
更多信息。

将图层添加到现有文档

在“编辑”模块中工作时，可以通过从“层”菜单或“层”弹出菜单中选择“从文件中添加层”来向文件中添加层。将
出现“添加文件”窗口，让您从 Photo RAW 随附的 ON1附带的数百个内置附件中选择，或从计算机上可访问且受 
Photo RAW 支持的任何文件中进行选择（请参阅 上的“使用文件” <?>。 

此窗口中“文件夹”选项卡的默认视图是当前文档或图像的位置。您可以通过窗口右上角的“浏览”按钮导航到系
统上的任何文件夹：导航至要浏览的文件夹，然后单击“打开”按钮。现在，“添加文件”窗口将显示受支持的文件。
只需双击您要添加的那个。 

“添加图层”窗口中的“附加功能”选项卡会自动显示两个文件夹，“我的附加功能”和“ ON1  附加功能”，每个文
件夹又分为三个子文件夹：“背景”，“边框”和“纹理”。 ON1 Photo RAW 2020随附800多个免费图像，您可以从 
ON1 Extras文件夹中将其添加为图层。而且，如果您已通过Extras Manager（请参阅参考资料）将自己的背景，边框
或纹理添加到 Photo RAW ，这些文件将通过My Extras文件夹可见。

通过Filmstrip视图添加图层

除了上面详细介绍的“添加图层”选项之外，如果您处于“编辑”模块内的Filmstrip视图中，还可以将照片从屏幕底
部的条拖到主窗口中。这将创建一个带有该照片的新图层。 （请参阅 上的“在Filmstrip View中工作”以 <?> 了解
更多。）

注意： 如果您添加的文件大于或小于文档的像素尺寸，请使用“变换”工具根据需要
调整其大小。如果要保留放置文件的原始长宽比，请使用Shift键按比例调整大小。 

将转换工具与图层一起使用

使用工具栏顶部的“变换”工具来操纵图层。可以使用该工具重新定位，调整大小或旋转图层。选中后，变换手柄将
出现在选定图层的边缘。您可以使用这些变换手柄来操纵图像。您一次只能变换一层。 

重新放置图层 

要重新放置图层，只需在变换框中单击并拖动即可。您还可以使用键盘上的箭头键在任何方向上将图层微移一个
像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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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图层大小 

要调整图层的大小，请在任意变换手柄上单击并拖动。单击拐角手柄可让您同时调整两侧。单击侧面手柄可以调
整该侧面。如果在调整大小时按住Shift键，则图层的比例将保持不变。如果在调整大小时按住Option（MacOS）或
Alt（Windows）键，则图像将从中心而不是边缘调整大小。您可以按住Shift-Option（或Shift-Alt）以从中心按比例调
整大小。 

您可以在宽度和高度字段的“工具选项”栏中键入所需的尺寸。您还可以通过按检查器中的“填充”按钮来调整图
层大小以自动填充画布。 

旋转图层 

要旋转图层，请将“变换”工具移至角变换手柄的外部。请注意，工具光标变为旋转光标。现在单击并拖动以旋转
图层。您也可以使用Option / 
选择“变换”工具时，用左或右箭头键Alt旋转图层。要以90度的增量快速旋转图层，可以使用“工具选项”栏中的“
向左旋转”和“向右旋转”按钮。 

翻转图层 

您可以通过按工具选项栏中的翻转按钮来水平或垂直翻转图层。 

完成转换后，您需要提交更改。您可以通过按出现在“工具选项栏”中的“应用”按钮或按Enter键来执行此操作。
您可以通过按工具选项栏中的“取消”按钮或按Escape键来取消转换。 

注意： 有关“转换”工具选项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页面 <?>。

 选择“从文件添加图层”时，将出现一个窗口，其中包含“其他”和“文件夹”选项卡。 “附加功能”选项卡包含 ON1通过Photo RAW 提供的背景，纹理
（如上所示）和边框，以及您可能通过“附加功能管理器”添加的所有附加功能。单击“文件夹”选项卡（或窗口右上方的“浏览”按钮），将使您在计算
机上浏览照片和其他受支持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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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齐层

 Photo RAW最先进的功能之一是能够根据内容对齐多个图层。例如，当您手持一组镜头并想将一个图像的一部分
融合到另一幅图像上以使用更好的天空时，这可能会很有帮助。 

要对齐图层，请在“图层”窗格中将其打开，然后从“图层”菜单或弹出菜单中选择“对齐图层”。然后， Photo RAW 
将分析图层的内容，并将其与最通用的图层对齐。对齐各个图层后，您会看到一些图层已稍微移动或旋转以匹配内
容。

在下一页的照片中可以看到 Photo RAW的图层对齐示例，这些照片是在同一位置两天后拍摄的手持照片。顶层照片
是基础层，对齐后显示，但第二层隐藏。

底部照片显示了对齐的层，其中渐变蒙版将基础层的顶部与另一张照片的底部混合在一起。尽管照片是相隔几天拍
摄的，但是 Photo RAW 几乎可以完美对齐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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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对齐的照片从上到下与渐变蒙版融合在一起。

基本对齐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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拼接全景

ON1 Photo RAW 2020可让您直接从浏览模块中快速将多个图像拼接在一起以创建全景图。 

全景图是根据场景的多个单独帧创建的合成照片。人们通常认为全景图是宽而窄的图像，但全景
图可以是水平或垂直的，也可以是宽的或紧凑的。它们为您提供了质量更高的最终图像，并带有
附加的细节和更高的视角。您可以在 Photo RAW 创建少至两张或多于25张的全景图。 

要使用 Photo RAW创建全景 Photo RAW，请在“浏览”中转到“网格”或“胶片”视图，然后选择要用于合并的图
像，然后单击屏幕右侧的“全景”图标。

 然后，Photo RAW将显示“创建全景图”窗口，该窗口具有两个组件：“预览”区域，它显示合并的全景图；“选项”
面板，它可以让您调整全景图的类型（球形或拼贴）和边缘；选择输出尺寸（缝合文件尺寸的100％或50％）；选择一
个模块以在合并后打开全景图，并添加全景图元数据。

 对于大多数面向景观的全景图，您将需要使用“自动”或“球形”投影类型，该类型会将照片合并在一起，就像它们

被映射在球体内一样。 Collage投影类型将合并的照片平放（而不是将它们映射到曲面上），通常被称为“剪贴簿样
式”。 

有 在边缘弹出菜单中三个可用的裁剪选项：无，作物和Warp来填充。 

• 没有 裁剪全景图像的人不会合并全景图。 

• 裁剪会 修剪全景图的边缘以适合最佳矩形裁剪。 

• Warp to Fill使用 ON1的内容感知填充技术来拉伸场景的边缘，以尽可能多地填充整个帧，从而为
您提供更大的裁剪区域。

请记住，没有哪种内容感知技术是完美的：如果使用“变形以填充”选项，请确保在构建全景图后检查框架的边
缘，确保没有任何弄脏的区域或不良的填充。 （它通常在具有天空和大视野的场景中效果最好，而在边缘有很多
细节的场景中效果最好。）

通过选项栏的“打开位置”部分，您可以选择在构建全景图后要执行的操作。您可以停留在浏览中，也可以在“显
影”或“效果”选项卡中打开完成的全景图。 

 ON1 Photo RAW “创建全景图”窗口显示投影的全景图，并包括用于合并类型的选项，裁剪选项，文件大小以及添加特定于全景图的元数据。您还可以指定要在其中打开完
成的全景图的Photo RAW模块。 



ON1 Photo RAW 2020用户指南                                                                                          第4部分：将照片与 ON1 Photo RAW 2020组合 126 

 Photo RAWPanorama Edge选项

这些全景图展示了通过“创建全景图”功能可用的三个不同的边缘选项。顶部全景图设置为“无”，中间全景图设置
为“裁剪”，底部全景图设置为“扭曲以填充”。由于场景的边缘包括天空和草原，因此“扭曲到填充”能够添加足
够的像素以填充全景框架的顶部。



ON1 Photo RAW 2020用户指南                                                                                          第4部分：将照片与 ON1 Photo RAW 2020组合 127 

选中“添加全景元数据”选项后，它将利用在支持全景的网站（如Facebook和Google）和应用程序中发现的探索功
能，使用户可以单击并实时旋转全景图。

 单击“保存”时，Photo RAW将生成全景图，根据需要混合曝光，将结果文件另存为PSD（或在“外部编辑器首选
项”窗格中指定的任何文件类型），然后在您选择的模块中打开它（由选项栏中的“打开方式”菜单确定。）

制作精美全景的提示

创建全景照片可能会很有趣，并且可以采用一次捕获无法捕获的远景。某些最佳做法将有助于确保您可以创建出
色的全景图：

• 使用三脚架，并确保三脚架和您的相机在整个场景中都保持水平。

• 拍摄之前锁定测光和对焦：对全景照片中的所有照片使用相同的光圈，快门速度和ISO。 

• 将每张照片重叠50％，以便为您提供大量数据来构建最终的全景图。

• 在Photo RAW图像后，在Develop中对其进行基本编辑，然后打开Lens Correction。 （将样式合并
后保存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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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HDR图像

 除了全景之外，ON1 Photo RAW2020还具有第二个照片合并功能：高动态范围（HDR）照片创
建。此功能使您可以在不同的曝光水平下拍摄场景的多张照片-在整个系列的不同帧中准确捕获
阴影，中间调和高光-然后将它们融合在一起以创建最终图像，该图像的色调范围比单个范围宽
得多射击可以做到。 

要创建HDR图像，请转到“浏览”中的“网格”或“胶片”视图，然后选择要混合的图像集。然后单击模块选择器下

面的HDR按钮（或从“文件”菜单中选择“创建HDR”）。然后，您将看到“创建HDR”窗口，其中包含以下选项： 

A. “预览” 窗口显示合并的HDR图像的副本（可调整大小）。 

B. 该选项栏 有设置调整重影，选择一个默认的样子，哪个模块，你希望得到的图像年正式营业。 

C. “参考”面板 包含用于构建HDR的图像，
以及其相对于基础图像的曝光值。带有轮
廓的图像是用于反虚幻处理的基本版本。
曝光的基本图像由复选标记旁边的镜头
光圈图标表示。 

D. “ 开发 ”中的“色调和颜色”窗格 （请参
阅 页面 <?>）和 效果页面 的（页面<?>
）可以帮助您调整图像。

E. 保存/取消按钮 。

 打开“创建HDR”窗口后，您可以使用各种选项来调

首次启动Photo RAW的HDR功能时，将显示此窗口，其中显示在“创建HDR”窗口中
找到的不同HDR色调选项。构建HDR文件后，您可以进入“编辑”模块并编辑任何设
置，添加其他过滤器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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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图像。您可以调整基本图像：在“参考”面板中单击不同的帧会为反虚构选择不同的基本图像；要选择其他基本
曝光图像，请在系列的其他图像中单击小镜头光圈图标。 （默认情况下，Photo RAW选择曝光和去鬼影时感觉最接
近系列中间的图像。）

默认外观选项还旨在帮助您入门，与“色调”和“ HDR外观”窗格中的样式选项相对应。自然和超现实使用“ HDR
外观”窗格中的样式，“自然自动”和“超现实自动”选项也会从“色调和颜色”窗格中添加“自动色调”选项。它们仅
被设计为起点：您可以通过在两个编辑窗格中调整设置来覆盖任何选项。 

选项栏的反虚化部分具有用于混合图像系列中可能已移动的部分帧的选项（诸如云，流水或移动的树枝之类的东
西）。根据重影的数量，您可以从四个级别的反虚幻中选择（或不选择）。如果您希望看到图像中需要对其进行去鬼
影处理的那些区域，请单击“显示鬼影”按钮。那些有重影问题的区域将以红色覆盖显示。然后，根据场景中的运动
量，您可以选择适当的反虚幻等级，或者在某些情况下，取消并选择另一组图像以混合到HDR中。

 默认情况下，选项栏中的“对齐”按钮处于打开状态，这意味着在HDR生成过程中， Photo RAW 将尝试根据其内
容自动对齐图像。当对齐过程导致合成效果不佳时，或者您不希望 Photo RAW 对齐图像时（例如，使用星光摄影
时），请关闭“对齐”按钮。关闭“对齐”功能后，Photo RAW将使用选定的基础图像进行HDR处理。 

通过选项栏的“打开位置”部分，您可以选择在构建合并的HDR文件后要执行的操作。您可以停留在浏览中，也可
以在“显影”或“效果”选项卡中打开完成的全景图。

 将设置调整为所需的设置后，可以单击“保存”，然
后 Photo RAW 将生成HDR，将其保存为 .onphoto
文件格式，然后在您选择的模块中打开它。 Photo 
RAW 的HDR引擎的优点在于，您在“创建HDR”窗
口中对图像所做的任何编辑都会反映在“显影”中
的“色调和颜色”窗格和“效果”中的“ HDR外观”
窗格中。由于ON1 Photo RAW是非破坏性的，因此
您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重新编辑HDR。如果您决定
要使用其他HDR外观样式，或想要向照片添加其他
效果，只需在适当的模块中打开图像并进行编辑即
可。 

焦点堆叠

 在野外工作时，要实现从前景到背景的完美对焦是很困难的，即使不是不可能做到的。借助ON1 Photo RAW2020的
聚焦堆叠功能，您可以混合以不同焦距拍摄的一系列照片，从而使景深比任何一张照片都要大。而且，您可以实时
调整焦点，就像更改镜头上的焦点一样。可以将其像HDR一样，只是聚焦而不是曝光。 

与“全景图”和“ HDR”功能一样，您可以在“浏览”模块中生成焦点堆叠的照片。只需选择您想要融合的照片，然
后单击窗口右侧选择器中的“聚焦”图标即可。这将启动“焦点堆叠”对话框，其中包含以下组件： 

A. 可调整大小的“预览” 窗口显示了混合的焦点堆叠照片的副本。 

B. 该选项栏 有对准照片设置;创建最终分层文件（带有蒙版）的选项；您希望在哪个模块中打开生成的
图像；调整景深；并修复相似区域中基本照片之间的问题区域。 

C. “参考”面板包括用于构建焦点堆叠图像的图像及其焦点值（如果可用，则从照片的元数据中获取）
。单击图像上的复选框，将其从聚焦操作中删除。

D. 保存/取消按钮 。

如果聚焦元数据的源的图像， Ph OTORAW将显示从最接近最远的源极，与所述聚焦距离列出，并且预览窗口将

创建HDR预览窗口，其中已打开显示重影选项。出现重影问题的区域将显示为红色
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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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所建议的最终照片。Photo RAW会自动尝试创建尽可能大的景深，但是您可以使用景深滑块限制混合结果中的
景深。例如，如果您想在较近的区域降低锐度，请移动左滑块；要减小距离的清晰度，请向右移动滑块。要返回最
大焦点，请单击“最大”按钮。 

当您在基础图像之间的场景部分进行某些移动时，例如在树丛中移动树叶时，可以使用“去斑点”滑块。增加“散
斑”量有时可以帮助消除重影元素或干扰。

 获得所需结果后，单击“保存”按钮， Photo RAW 将源照片混合在一起，并创建以 .onphoto 格式保存的新照片。根
据您在“焦点堆叠”窗口的“打开方式”部分中的选择，照片将在“浏览”或“显影”或“效果”选项卡中打开。如果
选择了“分层结果”选项，则所有单独的图像将显示在其各自的图层中，并附加了图层蒙版。

与Photo RAW所有其他图像类型一样，您可以在任何“编辑”模块选项卡中无损地编辑聚焦堆叠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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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部分： 输出和共享

虽然编辑和整理照片可能是您在 ON1 Photo RAW 2020中定期执行的最重要任务，但有时您还是想对照片“做其他
事情”。无论是放大照片以进行高质量打印，与他人共享照片还是在社交媒体上共享照片，或者使用台式打印机进
行打印， Photo RAW 都具有将照片放置在所需位置所需的全部功能。 

在本节中，您将找到有关以下主题的详细信息：

• ON1 调整大小： 图像放大和打印的行业标准。

• 导出： 快速，易于使用的面板中的“调整大小”功能使您可以灵活，轻松和控制地导出照片。

• 打印： 以任意尺寸，单张照片或联系表形式打印照片。

• 共享： 一种共享照片的快速方法，包括通过 SmugMug。

• 发送至： 在其他照片应用程序中编辑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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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1 调整大小

ON1 Resize使用获得专利的，行业标准的 Genuine Fractals 算法可放大照片，从而获得最高质量的照片，从而放大照
片而不会损失清晰度或细节。它包括以下功能：

• 完全控制调整大小和分辨率

• 作物水平

• 锐化

• 多种尺寸调整算法可让您在任何主题下均获得最高质量的结果

• 添加胶片颗粒

• 针对不同的纸张和屏幕尺寸裁切为通用的预设尺寸

• 添加图库包裹的翅膀以在画布上打印

• 将图像分为瓷砖以打印马赛克或壁画

• 在一个地方裁剪，调整大小和打印所有内容，而无需创建新文件

• 数百种预设来创建所需的尺寸打印并调整打印机和纸张组合的选项

什么时候应该使用 ON1 调整大小？

在打印之前，应将ON1 调整大小用作工作流的最后步骤之一。 ON1 Resize的功能在于按需分辨率的概念。您可以
使用大小适中的文件，这使编辑速度更快，并且占用的硬盘空间和内存更少。然后，当您准备输出文件时，可以使用 
ON1 调整大小将其调整为所需的大小，并进行锐化以输出。这意味着您不必以不同的打印尺寸保留文件的多个版
本；您可以即时创建所需的内容。 ON1 Resize还支持分层的 Photoshop 文件，因此您可以在整个过程中维护所有图
层。

注意： 有关分辨率和打印尺寸的更全面的讨论可以在“我可以打印多大？”和“我需
要多少分辨率？”部分中找到，从 页面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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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1 调整大小主屏幕概述

ON1 Resize为您提供了一个易于使用的工作区，用于编辑照片。以下是主要部分的概述，包括：

A. 工具井： 这是工具所在的位置。

B. 设置/帮助： 您可以在此处访问首选项和帮助。底部的按钮显示/隐藏“预设”窗格。

C. 预设： 包含用于不同打印机，纸张类型和打印尺寸的预设库。

D. 搜索： 您可以在其中搜索预设。

E. 预览窗口： 这是预览和处理图像的主要部分。

F. 缩放视图/软校样： 滑块设置缩放级别；图标打开或关闭软打样。

G. 工具选项栏： 列出当前所选工具的选项。 

H. 导航器/级别/信息窗格： 导航器，级别（直方图）和常规照片信息。

I. 像素尺寸： 显示图像的像素尺寸。

J. 文档尺寸：在 此设置尺寸调整后的照片的尺寸。

K. 控制窗格： 访问图像设置，锐化，胶片颗粒，平铺和图库包裹选项。

L. 取消/完成： 用于重置，取消和/或关闭图像的按钮。

M. 模块选择器：带 您浏览或编辑。

N. 导出/共享按钮： 导出或共享图像（与调整大小分开）。

导航预览区域

预览区域是您预览和处理图像的主要区域。您可以使用“查看”工具浏览此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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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工具是在“调整大小”模块中打开图像时选择的默认工具，它可以在“预览”窗口中调整图像的放大倍率。选择“
缩放”工具后，在“预览”窗口中单击以放大图像并将其居中于单击的位置。 

按住Option / Alt键平移放大的图像。您还可以双击“工具”窗口中的“查看”工具，以将图像设置为1：1（或100％）
的放大视图，该视图显示每个像素。当检查细小的细节并预览照片中Resize的锐化效果时，这是最佳选择。

导航器，关卡和信息

主窗口右侧控制面板的顶部是“导航器”，“放大镜”，“级别”和“信息”窗格。这四个窗格对于检查和查看图像中的
细节很有用。

导航器窗格

这使您可以鸟瞰图像。白色正方形区域标记在预览窗格中可见的图像区
域。您可以通过在白色区域内单击并拖动来平移视图。

在“导航器”窗格的底部是几个“缩放”预设。单击缩放预设以激活。

• FIT： 缩放以适合当前的画布大小。

• 100： 缩放至100％或实际像素。

• 50： 放大至50％

• 25： 放大至25％

级别窗格

这会为您提供基于图像RGB值（通常称为直方图）的阴影，中间色调和高
光区域的颜色图表。这对于显示图像中可能被裁剪的区域很有用。剪裁
是指图像中包含纯黑色或白色，并且表示丢失高光或阴影细节。

直方图的左侧代表阴影，而右侧则代表高光。每个末端的顶部是一个三
角形。如果三角形点亮，则直方图的那一侧会出现剪切。如果单击箭头，
将激活图像上的剪切叠加。带有蓝色覆盖的图像区域为纯黑色，而带有
红色覆盖的图像区域为纯白色。您可以通过单击三角形之一再次关闭裁
剪视图。您也可以随时按住J键来临时启用剪辑视图。在调整图像的亮度
和对比度时，裁切视图非常有用。

“级别”窗格还在窗格底部的光标下方显示RGB值。

信息窗格

信息窗格显示重要的照片元数据，包括：

• 相机类型

• 文件类型

• 焦距和镜片信息

• 捕获的日期和时间

• 曝光信息

• ISO标准

• 快门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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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圈

• 曝光值

• 文件名

• 色彩空间

• 尺寸图

• 文件大小

如果您的相机允许GPS，则可以看到GPS按钮，您可以单击它来获取拍摄图像的GPS坐标。仅当您在相机或移动设
备上启用GPS时，此功能才有效。否则，您将看不到GPS按钮。

裁剪工具

裁剪工具用于裁剪和调整整个图像的大
小。与“编辑”模块中的非破坏性“裁剪”
工具不同，“调整大小”的“裁剪”工具会
删除裁剪框外部的所有像素，并同时更改
画布大小。

要裁剪图像，请选择“裁剪”工具。然后
调整裁剪工具叠加层的角柄。裁剪框外部
的区域显示为暗淡以供参考。您可以在裁
切框内调整图像大小并移动图像。如果满
意，请按“工具选项”栏中的“应用”按钮
或按Enter。

使用裁剪工具叠加层

• 移动图像：要在裁剪框内移动图像，请在框内单击并拖动。您也可以使用键盘上的箭头键微移图
像。

• 调整裁切框的大小：要调整裁切框的大小，请单击并拖动任何调整大小的手柄。单击拐角手柄可让
您同时调整两侧。单击侧面手柄可以调整该侧面。如果在调整尺寸的同时按住Shift键，将保持盒子
的比例。要旋转裁剪框，请移至某个角外，直到工具旋转。您还可以 在“工具选项”栏中 设置 裁切框 
的 纵横比或尺寸。

裁剪工具选项栏

• 预设弹出窗口：弹出窗口控制裁剪工具模式以及纵横比和文档大小预设。

• 宽度：设置裁切框的宽度。

• 交换尺寸：交换宽度和高度。方便旋转作物箱。

• 高度：设置裁切框的高度。

• 单位：确定度量单位：像素，英寸，厘米等。

• 调平工具：在图像中应该 调平 的元素上单击并拖动此工具。

• 角度：查看并调整旋转角度。

调整大小中的作物覆盖。



ON1 Photo RAW 2020用户指南                                                  第5部分： 输出和共享 136

• 旋转：将图像旋转90度。

• 取消：重置裁剪工具。

• 应用：应用裁剪并调整照片大小。

裁剪工具模式

裁剪工具以三种模式工作，均可通过“工具选项”栏中的“预设”弹出窗口进行访
问：

• 自由格式：在此模式下，您可以根据需要调整裁剪框。图像将不会调整大
小。裁剪框外部的所有区域都会被修剪掉。如果只想更改形状或重新构图
以供一般使用，请使用此模式。

• 长宽比：您可以将裁剪框锁定为长宽比。这样可以确保裁剪框的形状不
会改变，只是尺寸不会改变。使用此选项可修剪现有像素，同时保持比例
而不调整图像大小。

• 文档尺寸预设：这些可以让您同时裁剪和调整图像大小。如果您知道要
以一定尺寸打印图像，则可以同时裁剪和调整图像尺寸。包括许多常见的
尺寸，您还可以创建自己的尺寸。

裁剪工具预设弹出窗口包含几乎每
个纵横比或打印尺寸的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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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图像

裁剪工具有一个特殊的水平工具，可以自动旋转图像以使其水平。要访问它，请首先选择“裁剪”工具，然后执行以
下操作：

• 从“裁剪”工具选项栏中选择“校平”工具。您的光标将变为“调平”工具。

• 在图像上单击并拖动一条水平或垂直的线。释放鼠标时，图像将自动旋转到正确的角度。

调整影像尺寸

在“调整大小”中，您可以使用“文档大小”窗格或“裁剪”工具选项栏来调整图像大小。这些区域中的信息相互关
联并锁定在一起。调整任一窗格中的值将导致另一窗格中的更改。

“文档大小”窗格显示当前所需的文档大小，如果未进行任何调整，则显示原始大小。在“宽度”或“高度”字段中
键入以更改文档大小。

宽度和高度字段被锁定在一起以保持照片比例。更改宽度将按比例更改高度。调整大小不支持非比例缩放。如果要
更改图像的比例，请使用“裁剪”工具。

注意： 如果需要非比例拉伸照片，请使用“显影”中的“变换”窗格。 （请参阅 页面 
<?> 以了解更多信息。）

“文档尺寸预设”使您可以轻松地同时裁剪和调整照片尺寸。只需选择一个即可自动设置宽度和高度。这也会选
择“裁剪”工具，因此您可以调整文档大小以适合您的照片。您还可以控制分辨率，称为每英寸像素数或每英寸点
数。这对于根据您的输出设备进行调整很重要。

“像素尺寸”窗格显示以像素为单位的图像大小，文件大小，
位深度和缩放因子。

使用文档尺寸预设

文档尺寸预设允许您同时裁剪和调整图像大小。通常，当您
使用 ON1 调整大小时，它会以已知的常用尺寸创建文件用于
打印输出。在这些情况下，使用“文档尺寸预设”可能是设置
文档尺寸并将图像裁剪为所需比例的最快方法。

请按照以下说明使用文档尺寸预设：

1. 从“文档大小”窗格或“裁剪工具选项”栏中的“文档大小”
预设下拉列表中选择所需的大小。您会看到“文档大小”字
段将自动为您完成，并且在您的图像上绘制了一个与您选择
的文档大小预设比例匹配的裁切框。

2. 如果需要，选择旋转裁剪框以将裁剪框旋转到正确的方向。
它会自动旋转以匹配图像的方向，但是如果要进行不同的裁
切，则可能需要旋转它。

3. 您可以使用“裁剪”工具重新定位并更改裁剪框的大小，使
其包含所需的图像区域。请注意，裁剪框的比例和“文档大
小”已锁定，因此您将始终拥有所需的最终文档大小。

摄影文档预设类别包含许多传统的打印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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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将分辨率调整为输出设备所需的分辨率。如果不确定要选择什么，请使用分辨率下拉菜单进行常
规设置。

调整大小带有许多常用的打印，纸张和视频文档尺寸预设，但您也可以创建自己的：

• 选择图像并启动“调整大小”。

• 从“文档尺寸预设”下拉列表中，选择“自定义”>“
管理自定义尺寸”。

• 单击添加按钮。

• 双击突出显示的无标题名称并命名您的预设。

• 双击宽度和高度并填写适当的值。

• 单击单位并选择适当的单位。

• 单击确定按钮。

提示： 如果选择了不正确的文档尺寸预设，则可以通过选择其他文档来更改它。如
果不想在选择文档后使用“文档尺寸预设”，则可以按“文档尺寸”窗格中的“重置”
按钮或“裁剪”工具选项栏中的“取消”按钮。 
 另外，“锁定作物”选项可锁定给定作物的比例和文档尺寸设置。当您使用“文档尺
寸预设”时，默认情况下启用此功能。

您可以在 Photo RAW轻松创建自己的自定义打印尺寸预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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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窗格

“设置”窗格包含用于选择调整大小的方法或算法及其设置
的控件。每个图像都是不同的，在此处选择正确的设置可以
提高结果的质量。 

图像类型

为了帮助您入门，请尝试使用“图像类型”下拉菜单中的预设
之一。该弹出窗口包含针对不同图像类别（人像，风景等）的
预设。选择一个将自动调整“纹理”，“阈值”和“平滑度”的
设置。

方法

“方法”下拉菜单选择用于调整图像大小的方法或算法。选项包括：

• Genuine Fractals： 这是基于分形的经典专利算法，十多年来， 
Perfect Resize 已成为标准。

• ON1 调整人像大小： 这是为人像图像设计的 Genuine Fractals 算法的新变体。它稍微柔软一点，可
以更好地表现皮肤和头发的质感。

纹理控制

选择“ Genuine Fractals 方法时，还有其他几个控件（“纹理”，“阈值”和“平滑度”）会根据图像调整大小调整算
法。这些都必须处理图像的纹理。如果要从细节角度分析图像，可以将其分为三类：边缘，连续色调和纹理。

边缘是定义图像中对象边缘的清晰细节。维护这些至关重要，以便您进行扩大以保持质量。连续色调区域（例如皮
肤或天空）大多是纯色或渐变色。这些区域很容易调整大小，因为这些区域的细节很少。

按照Resize的命名法，纹理是介于两者之间的区域。它们是仍然包含细节但不是锐利边缘的区域。这些是岩石，树
皮，织物，动物毛皮等的表面。这些纹理区域中的细节量可能会对图像的清晰度和质量产生很大影响。

使用 ON1 Resize，您可以控制影响这些区域的关键算法变量。而且，您可以将预设用于不同的图像类型和主题，以
帮助您在再现这些纹理区域时获得最佳效果。

调整图像外观时，以下是“设置”窗格中的滑块的思考方式：

• 纹理：这控制图像的平坦，非边缘区域中的细节量。如果您的图像包含许多没有定义边缘的小细节
（许多有机图案，如树叶，岩石，树皮；或人造图案，如织物），则最好将其设置为4或5。超过5的设置
通常会产生颠簸的噪点，除非您的原始图像来自扫描的胶片，否则这是不希望的。低于默认值3的设
置对于连续色调较大的图像很有用，这些图像没有明显的细节（沙，雪，天空），但前景边缘对象坚
硬，例如风景图像，建筑或人像。

• 阈值：控制增强的硬边细节的数量。默认设置为25。减小阈值将使算法专注于边缘信息。这对于拍
摄人像或减少图像中的噪点可能很有用。高于25的设置将增加图像平坦区域中的小细节量。高达100
的设置对于高度详细的图像（头发或羽毛）很有用。较高的阈值设置还将使 ON1 调整大小过程更
快。开始调整这些控件的一个好方法是将阈值设置为100，然后向上移动Amount直到图像太吵（隆
起），然后降低阈值以消除连续色调区域中的噪点。对于几乎没有连续色调或没有连续色调的详细图
像，您可以尝试将其设置为4，将阈值设置为100。对于肖像图像或具有JPEG伪影的图像，您应该将其
设置为2-3，阈值设置为25或更低。

• 平滑度：“平滑度”滑块用于减少沿硬弯曲边缘的伪影。使用所需的最低设置。

“设置”窗格的“图像类型”菜单的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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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窗格中的最后一个项目“ 使用100％的 Genuine Fractals 分数Genuine Fractals预览”将使用该算法以100％
缩放率预览质量，因此您可以更准确地调整“设置”窗格中的项目以及“锐化”窗格中的控件。

锐化窗格

“锐化”窗格包含用于为图像添加额外锐度的控件。

 ON1Resize具有三种锐化方法： 

• 锐化蒙版 ：适用于一般锐化。类似于Photoshop“锐化蒙版”
功能。调整大小的锐化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仅应用于图像的亮
度，以防止出现颜色伪影。

• 高通：当原始图像不清晰时，高通锐化会很有用。

• 渐进式：类似于“锐化蒙版”，不同之处在于它根据图像中
细节的大小来锐化不同的量。小细节比大细节得到了更多的
增强。

使用“锐化”控件可以节省您在打印前添加其他锐化的工作流程步骤，
并且可以帮助补偿由于打印机点增益而导致的锐度损失。锐化应仅在打印之前在工作流程结束时应用。如果打算在
调整图像大小后进行其他润饰或合成工作，则应禁用“锐化”控件。

要锐化图像以输出，请在调整“文档大小”窗格控件后使用以下步骤：

1. 放大图像至1：1。您可以使用“导航器”窗格中的“ 1：1缩放”预设轻松完成此操作。

2. 通过切换窗格标题栏中的打开/关闭控件来启用“锐化”控件。

3. 选择将为您的图像提供最佳结果的锐化方法。您可能需要尝试确定这一点。

4. 调整量滑块以确定所需的锐化量。

5. 使用“高光和阴影”滑块将锐化限制在图像的最暗和最亮区域，以防止噪点锐化。

胶片颗粒窗格 

“胶片颗粒”设置可控制图像的模拟胶片颗粒（噪点）数量。添加适量
的纹理可以使您的图像在视觉上看起来更清晰，并且可以帮助隐藏瑕疵
（例如JPG伪像）。

 添加胶片颗粒对于单色图像特别有用，应该在打印之前添加。如果在调
整图像大小后需要在Photoshop或“图层”中进行其他修饰或合成工作，
则应在“调整大小”中禁用“胶片颗粒”控件。

要将胶片颗粒添加到图像，请按照下列步骤操作：

1. 放大图像至1：1。您可以使用“导航器”窗格中的“ 1：1缩放”预设轻松完成此操作。

2. 通过切换“胶片颗粒”窗格标题栏中的打开/关闭控件来启用“胶片颗粒”控件。

3. 向上或向下调整滑块，直到添加所需数量的胶片颗粒。

您可以通过切换窗格标题栏中的开/关控件来预览胶片颗粒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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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铺窗格 

“调整大小”中的平铺功能将放大部分分成较小的部分，以便可以在较小的打印机上打印图像。例如，您可能想要
创建一个8英尺高乘12英尺宽的壁画，但是您的打印机只能打印24英寸宽的条。使用平铺功能，您可以自动创建四个
单独的文件，分别为24英寸宽和8英尺高，以分段创建壁画。

 使用平铺功能时，您要做的就是指定要打印的纸张尺寸，以及是否希望页面重叠。然后，“ON1调整大小”将调整图
像的大小并将其切成单独的图块。

要使用“平铺”窗格，请执行以下操作：

1. 通过切换窗格标题中的打开/关闭开关来打开平铺。

2. 将“宽度”和“高度”字段设置为要在其上打印的纸张的尺寸和方向，或者可以选择行数和列数。

3. 设置重叠大小。重叠会使每个图块重叠，因此，如果您不是无边界打印，则可以将多个面板粘在一
起，并校正打印机的页边距。

4. 为每个磁贴设置新创建的文件的文件类型。

5. 设置新文件的目标文件夹。每个文件将使用原始文件名和文件名中指示的图块进行命名。

预览将为要创建的每个图块显示青色指导线。 “平铺”窗格的底部将告诉您将创建多少个平铺。 

当您想打印大而缺少大打印机时，Resize的“平铺”功能使您可以在较小的纸张尺寸上创建灵活的平铺打印。



ON1 Photo RAW 2020用户指南                                                  第5部分： 输出和共享 142

画廊包装

 画廊包裹功能旨在帮助您在画布上打印。放大画布时，通常将图像的一部分包裹在木制担架上。这些可以是几英
寸厚，可以帮助安装画布。这些通常称为画廊包装。但是，如果在图像边缘附近有重要的细节，在包装过程中可能会
丢失它。ON1Resize的图库包裹功能通过反射或拉伸图像边缘附近的区域自动创建扩展的边距，而无需牺牲任何原
始图像。您可以选择安装条的厚度，并使用不同的选项来创建其他边距。

要使用画廊包裹功能：

1. 通过切换窗格标题栏中的打开/关闭开关来打开“画廊包裹”功能。

2. 将“厚度”控件设置为要添加的边距数量。一个好的经验法则是使用担架的厚度加上半英寸。

3. 选择您要使用的类型（有关不同选项的详细信息，请参见下面的列表）。

4. 如果您希望在图库中添加颜色覆盖，则可使用环绕翅膀设置颜色和不透明度。

Gallery Wrap功能具有几种设置，用于添加边距和调整包装的外观：

• 反射：在图像周围复制一个等于厚度设置的区域，然后翻转每侧并将其添加为边距。这是一种很
好的通用技术。

• 反射柔和：与“反射”方法相同，但可以柔化增加的边距。

• 拉伸：“拉伸”方法在图像边缘周围占据一小块区域，并对其进行拉伸以增加边距。

• 柔和拉伸：与拉伸相同，但是可以软化增加的边距。

“厚度”滑块控制画布担架条的厚度。两英寸通常适用于大多数画廊包装。 

您可以使用“覆盖颜色”和“不透明度”滑块使包装变暗或向包装区域添加纯色。 （“不透明度”的默认值为0，这

Gallery Wrap功能使您可以从四种不同的包装类型中进行选择，并为要包装的边缘提供可调整的厚度和不透明度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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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味着不添加颜色覆盖。） 

“添加到新层”选项 将环绕式翅膀放在自己的图层上，而不是将其与图像合并。仅在通过分层工作流程中的Layers
或Photoshop工作时适用。 

预设值

“调整大小”内置了一种预设系统，类似于“开发和效果”所使用的系统，但是该
系统旨在帮助您获得适用于多种纸张和打印机类型的特殊作物。其中包括照片
实验室打印尺寸的设置，以及许多具有哑光，树脂涂层和画布类型的 Epson ， 
Canon 和HP大幅面打印机。

除了可以设置文档大小和设置以及其他任何窗格中的设置之外，“调整大小”
预设始终包含“裁切”调整。这意味着，每当您应用预设时，“调整大小”都会选
择“裁剪”工具，并将裁剪叠加层放置在文件顶部。在那里，您可以将叠加层移
动到照片的适当裁切区域（或调整裁切大小）。

要应用预设，请从“预设”面板中选择要使用的类别。类别将扩展到该组可用预
设的列表。然后，只需单击要应用的预设。

保存预设

拥有要保存的设置后，转到“预设”菜单，然后选择“保存预设”，然后选择您要
保存的类别。如果您对图像应用了预设并对任何设置进行调整在左侧面板中，
可以通过从“预设”菜单中选择“使用当前设置更新预设”来使用新设置更新该
预设。 

要删除预设，请在“预设浏览器”中右键单击该预设，然后选择“删除预设”。 

注意：您还可以从Extras Manager中导入和删除“调整大小”预设。
查看 页面上的“其他”<?>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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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寸调整中的软打样

 ON1Photo RAW 的软校样功能使您可以使用打印机随附的颜色配置文件查看打印时照片的外观。软校样可以帮助
您确定打印时可能出现的问题，以便您可以调整色调，颜色和效果，以使打印效果更接近于您的编辑视野。

通常，在Photo RAW 查看图像时，是通过监视器的显示配置文件的镜头查看图像。计算机显示屏的色域比大多数
照片打印机的色域宽，这意味着您在屏幕上可以查看的某些颜色在打印时无法再现。发生这种情况时，在打印引擎
中进行的颜色配置文件转换将导致打印机无法打印
的颜色替换为可以打印的最接近颜色。这意味着您
的图像可能会有细微（或较宽）的颜色偏移，尤其是
在某些颜色范围内。

可通过“查看”菜单或单击“调整大小”主窗口底部中
央的“预览”按钮左侧的软打样图标来打开软打样。
主预览窗口的背景将更改为近似于您正在分析的纸
张的颜色。 

“视图”菜单中的“启用软打样”命令下方提供了其
他软打样选项。选项如下：

• 色域警告： 选中该选项后，它将在图像
中显示颜色（通过红色覆盖层），该颜色与
正在软打样的当前打印机配置文件不符。

• 配置文件： “配置文件”子菜单列出了
当前可用的打印机配置文件。选择一个将
更改屏幕显示以使用该配置文件。

• 目的： 当进行软打样时， Photo RAW提
供两种不同的渲染“目的”，用于将颜色从
显示转换为打印。感知在转换过程中会缩
小色域，以保持图像中颜色之间的关系。
另一种意图类型，相对，仅转换当前色域
之外的颜色，但这有时会导致转换后两种
颜色（一种在色域，另一种在外部）相同。 
  渲染意图都不是完美的或不需要的；通
常，这取决于图像的构成，您的编辑意图，
所打印的纸张等等。通常，您将需要在相
对和感知之间来回切换，从而看到更好的
打印效果。 

• 模拟纸张和墨水： 启用此设置将使
Photo RAW 使用白点作为所选纸张类型（
而不是显示器的白点），以及纸张的实际
黑密度（而不是显示器的黑点）。如果您要
匹配打印件，通常需要打开此设置。

 使用软打样调整图像通常有点反复试验。消除色域
外的色彩很容易陷入困境，但是大多数现代照片打印
机（包括家用打印机和在线打印服务）在正确地逼近
颜色方面做得很好。  
 

这三个屏幕截图显示了在“调整大小”中查看的软打样选项的结果。顶部图像已关
闭软打样（并且正在使用显示颜色配置文件）。中间图像打开了软打样，并使用了爱
普生的展览纤维纸的打印机配置文件。底部的图像启用了色域警告；色域外的颜色
由亮红色叠加层突出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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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由于无法从“调整大小”中编辑照片中的色调，因此，在将重要图像放入“调整
大小”之前，最好在“编辑”模块中执行防打样检查。

查看软校样时，您要寻找的最大东西是屏幕和打印之间的色调，对比度和色彩准确性。当使用家用打印机时，请使
用测试打印来正确混入“编辑”模块调整。当您调整设置以获得正确的打印效果时， Photo RAW“版本”功能会非
常有用（请参阅 页<?>以获取有关使用版本的更多信息）。 

了解调整大小：我可以打印多大？

 人们经常问到使用ON1 Resize可以打印多大的尺寸。如果您的原始图像清晰，具有良好的细节和很少的噪点，则可
以达到原始尺寸的1000％。 1000％是原始文件大小的十倍。例如，可以将8“ x 10”的原始文件调整为80“ x100”。
观看距离在其中起很大作用。标准观看距离是打印对角线的两倍。例如，对于8“ x10”，它大约在两英尺远。 80“ 
x100”大约为21英尺。看起来很多，但是图像几乎是7'x9'。请记住，许多摄影师比标准观看距离更仔细地检查图像。

 图像具有色彩，色调和清晰度。其他插值技术可保持颜色和色调，但会通过均匀地“膨胀”图像来牺牲清晰度。图
像看起来仍然很熟悉，但不会清晰。取决于插值的量，即使在标准观察距离下，这也可能很严重且很明显。ON1 调
整大小可以在所有尺寸下保持图像的颜色，色调和清晰度。以适当的距离观看时，它看起来总是一样的。

 假设以100％观看时保真度对于由 ON1 Resize创建的8×10和80×100是相同的，这是不现实的。 ON1 调整大小”将
保留可以使图像清晰的边缘，但无法创建过去没有图像的细节。当按下快门时，会捕获到有限数量的细节。考虑这
一点的一种好方法是看着叶子上的昆虫。如果用放大镜看，则比用肉眼看时会看到更多细节。现在，如果您为同一
只昆虫拍张数码照片，然后在计算机上查看它并放大100％，您将看不到任何更多细节。您看到的信息受相机拍摄
内容的限制。ON1Resize的工作方式相同，它无法创建新的细节，但会使用有限数量的可用细节并增加其大小。

  ON1调整大小不是魔术。我们都观看了CSI，他们在其中拍摄了安全照片，并放大了受害者眼中的反射光，从而看到
了凶手，结果令人惊叹。这是科幻小说。您无法在以前没有的地方创建细节。但是，如果您的原始文件具有很好的细
节且噪音很小，则可以从文件中进行非常漂亮的放大。这就是 ON1 Resize优于其他任何软件的功能。

我需要多少分辨率？

要回答此问题，您需要了解两件事：

1. 您需要打印的尺寸。

2. 打印机需要的分辨率才能获得最佳效果。

打印件的尺寸可根据需要选择。这可能受到打印机尺寸的限制。分辨率是给定距离的像素密度，通常以像素或每英
寸点数为单位。大多数现代喷墨打印机每英寸可打印1200至4800点（打印机制造商真正的意思是每英寸1200-4800
墨滴）。喷墨打印机使用4-12种墨水颜色的许多微小圆形液滴在图像中重现一个正方形像素，这可能是数百万种颜
色中的一种。一个常见的错误是将文件的分辨率设置为打印机的分辨率。除了少数几种特殊打印机，这将导致大文
件，甚至根本无法很好地打印。秘密是人眼每英寸看不到超过250-300像素。因此，文件的理想分辨率应接近此分辨
率。一旦知道了打印尺寸和分辨率，便可以轻松使用 ON1 调整大小将文件调整为所需的输出。只需输入分辨率，然
后输入打印宽度或高度。您会看到， ON1 Resize会根据图像的比例自动填充相应的尺寸。

请记住比例，因为胶卷，数码相机传感器和纸张的比例可能都不同。例如，大多数数码相机传感器都是按比例分配
的，因此高度是宽度的三分之二或1：1.5。在美国，最常见的纸张尺寸是8.5×11英寸或约1：1.25的字母。这类比例失
配很常见，需要裁剪原始图像以适合纸张尺寸的比例。如果无法在不破坏构图的情况下裁剪图像，则需要将打印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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寸调整为更长的尺寸。

调整大于原始尺寸的图像的大小需要创建新的像素。此过程称为插值或重采样。有许多数学方法称为算法。许多像
素编辑应用程序使用的最常见方法称为双三次插值。 Bicubic及其较新的变体Bicubic更平滑和Bicubic更锐利的工作
方式是对一小组相邻像素进行平均，以确定要添加的新像素的颜色值。
尽管此技术速度很快，但无法区分边缘，因此整个图像的清晰度和细节
都会出现均匀的损失。

Resize的专利缩放算法从根本上不同于双三次或其他插值方法。其他
方法对附近的像素进行采样并一个接一个地确定新像素值时， ON1 
Resize使用一种称为分形缩放的采样技术。分形缩放对附近的“块”，像
素的正方形组和大小可变的样本进行采样，将它们与原始图像的较小版
本进行比较，并将这些补丁拼接在一起，以创建原始版本的较大版本。
通过重复执行此操作，对于每个较大的版本，通常会增强图像的特征（
如边缘，平滑区域和纹理）。噪声被忽略，细节保持清晰。所有这些数字
运算可能比双三次单次通过插值方法花费更长的时间，但是等待的人得
到了好处，而回报则是更好的结果。

出口

导出是一个特殊的面板，可在整个 ON1 Photo RAW 2020中使用。无论
您是从“浏览”，“编辑”还是“调整大小”中导出最终文件，它都是导出
过程的引擎。 “导出”窗格在一个易于使用的面板中为您提供了“调整
大小”功能的大部分功能，使您能够以无与伦比的灵活性，便捷性和控
制性来导出照片。

只要选择了照片，“导出”窗格始终可以从任何模块访问（您也可以在“
浏览”中批量导出选择为组的文件）。

要打开面板，请单击模块选择器右下角的“导出”图标，或从“文件”菜
单中选择“导出”。选择后，“导出”面板将在 Photo RAW 窗口的右侧打
开，让您在准备导出照片时选择一组选项。默认情况下，该面板包括三
个活动窗格，它们非常易于使用：文件类型，位置和重命名，均位于面板
底部。这些是导出文件所需的最少选项，但是您也可以将以下窗格添
加到面板中，以扩展导出控件：“照片大小”，“水印”，“锐化”，“平铺”
和“图库包裹”。

文件类型

文件类型使您可以选择要将照片导出为哪种格式，以及希望分配给
导出文件的颜色配置文件。类型选项为 Photoshop， Photoshop Large 
Document，JPEG，TIFF和PNG。

另存为JPEG可让您选择质量设置，最高为100。

位置

单击“选择”按钮选择一个位置，或单击“保存到”弹出窗口以获取更多
选项，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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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文件夹 会将文件写入与原始文件相同的位置。

• 文件夹 可让您通过按选择按钮来选择位置

• 往返 （仅在通过 Adobe Lightroom导出时可用）将文件保存为原始格式，并使用相同的格式，位深
度，颜色空间和名称。

关于此窗格中的其他选项，如果选择了“防止覆盖”，则会将“复制”一词添加到文件中；否则，如果目的地设置为当
前位置，它将覆盖您的原始图像。您还可以通过从“导出后”菜单中选择“在Finder中显示（ MacOS ）”或“在资源
管理器中显示（Windows）”选项，使Photo RAW打开将图像导出到的文件夹。

改名

此选项可用于重命名文件名。选项包括：当前名称，文本，日期和数
字。右侧的字段允许您输入自定义名称。加号和减号图标将允许您添
加或删除命名元素。当前名称将使用不带文件扩展名的源名称。文本
用于分配自定义文本字符串。通过日期，您可以12种标准格式中的任
何一种添加今天的日期。数字创建一个自动递增的数字，从字段中输
入的数字开始。重置将清除所有当前设置。

照片尺寸

首次打开时，“照片尺寸”窗格显示原始图像尺寸。您可以简单地在“
宽度”或“高度”字段中键入以更改文档大小，或者可以通过单击“调
整大小”弹出窗口下方的弹出菜单，从各种预设大小（包括标准照片
纸尺寸）中进行选择。

请记住，“宽度”和“高度”字段被锁定在一起以保持照片的比例。更
改宽度将按比例更改高度。导出不支持非比例缩放。如果要更改图像
的比例，则需要裁剪。

当您想将一条边缘锁定为特定的长度或宽度，而不必关心另一条边缘的大小时，“照片尺寸”窗格中的“长边”和“
短边”选项很有用。只需选择最重要的选项，然后输入尺寸，“导出”就会相应地调整照片的大小。

注意： 导出不提供任何裁剪选项，并且如果您选择的长宽比与照片的宽高比不同，
则在导出时，将从中心点开始裁剪照片以适应新的比例。如果希望以其他比例进行裁
剪，最好使用“调整大小”。

单击向下箭头可以切换度量单位。您还可以控制分辨率，以每英寸像素为单位。使用此设置可以优化您的输出设
备。

“照片尺寸”预设可轻松以预设尺寸设置图像的宽度/高度。使用下拉菜单选择预设大小，或选择自定义创建自己的
大小。

图像类型下拉菜单提供了一些调整大小的选项：

• 通用（ON1 Resize） 使用 ON1 Resize算法，也称为 Genuine Fractals：这是基于分形的经典专利算
法，十多年来， Perfect Resize 已成为标准。

• 低分辨率JPG 最适合放大低分辨率JPEG（此设置使用双三次算法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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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像 可以很好地用于调整人像的大小，从而保护肤色免受伪影（使用双三次算法方法）。

• 风景 非常适合风景照片（使用 ON1 调整大小算法）。

• “高细节” 非常适合包含许多小物件的图像（使用 ON1 调整大小算法）。

水印

通过水印模块，您可以在图像上添加叠加层，最常
用于徽标，签名或版权。水印通常需要透明的背景，因此请确保水印
文件是PNG或PSD。

该模块具有以下选项：

• 选择：单击选择按钮以选择要用作水印的文件。

• 大小：此滑块控制水印文件的大小。

• 插入：这将根据位置确定文件从边缘插入的百分比（请
参见下文）。

• 不透明度：设置水印的不透明度。

• 位置：此网格设置水印的位置。单击所需位置的正方
形。

使用水印时，请确保水印文件足够大以供使用。例如，如果您希望它
在300ppi的图像上显示2英寸宽，则水印的宽度至少应为600像素。或
者，如果您希望它显示在整张照片中（例如在发布到社交媒体上时），
则其大小必须与您为网络导出的大小相同，通常超过1000像素。使用
太小的水印文件将创建像素化的水印外观。

锐化

“锐化”窗格为图像增加了清晰度，并且被设计为屏幕或打印工作的
常规选项。使用这些控件可以节省您在打印前添加额外锐化的工作
流程步骤，并且可以帮助补偿由于打印机点增益而导致的锐度损失。
锐化应仅在工作流程结束时，即在打印之前应用。如果打算在调整图

像大小之后进行其他润饰或合成工作，则应禁用锐化控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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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铺

导出中的平铺功能将放大部分分成较小的部分，以便可以在较小的打
印机上打印图像。

例如，您可能想要创建一个8英尺高乘12英尺宽的壁画，但是您的打印
机只能打印24英寸宽的条。使用平铺功能，您可以自动创建四个单独
的文件，分别为24英寸宽和8英尺高，以分段创建壁画。

使用平铺功能时，您要做的就是指定要打印的纸张尺寸，以及是否希
望页面重叠。然后，“导出”将调整图像的大小并将其切成单独的图
块。

要使用“平铺”窗格，请按照以下说明进行操作：

1. 将“宽度/高度”字段设置为要在其上打印的纸张的尺寸和
方向，或者选择行数和列数。

2. 设置重叠大小。重叠会使每个图块重叠，因此，如果您不
是无边界打印，则可以将多个面板粘在一起，并校正打印
机的页边距。

预览将为要创建的每个图块显示青色指导线。

画廊包装

画廊包裹功能旨在帮助您在画布上打印。放大画布时，通常将图像的
一部分包裹在木制担架上。这些用于安装画布。这些通常称为画廊
包装。但是，如果照片在图像边缘附近有重要细节，则它们可能会在
包装过程中丢失。 “ ON1 调整大小”中的“画廊包裹”功能通过反
射或拉伸图像边缘附近的区域自动创建扩展的边距，使摄影师可以创
建画廊包裹，而不必牺牲任何原始图像。 Gallery Wrap功能使您可以
选择画布安装条的厚度，并提供了多种创建额外边距的技术。

要使用画廊包裹功能，请按照以下说明进行操作：

1. 将“厚度”控件设置为要添加的边距数量。一个好的经验
法则是担架的厚度加上半英寸。

2. 选择您要使用的类型。

3. 如果您希望在包裹翼上添加覆盖层，请设置颜色和不透
明度。

Gallery Wrap功能具有几种设置，用于增加边距和调整包装的外观。 
“类型”弹出窗口有四个选项：

• 反射：在图像周围复制一个等于厚度设置的区域，然后翻转每侧并将其添加为边距。这是一种很
好的通用技术。

• 反射柔和：与“反射”方法相同，但可以柔化增加的边距。

• 拉伸：“拉伸”方法在图像边缘周围占据一小块区域，并对其进行拉伸以增加边距。

• 柔和拉伸：与拉伸相同，但是可以软化增加的边距。



ON1 Photo RAW 2020用户指南                                                  第5部分： 输出和共享 150

“厚度”滑块控制画布担架条的厚度。两英寸通常适用于大多数画廊包装。

您还可以使用“覆盖颜色”添加“不透明度”滑块使包装变暗或向包装区域添加纯色。

导出预设

预设会记住在“导出”窗口窗格中选择的所有设置和详细信息。要将一组设置保存为预设，请单击面板底部的“保
存预设”按钮。给预设命名，它将出现在“导出”面板顶部的“预设”弹出窗口中。

注意： 与 ON1 Photo RAW 2020其他部分中的预设不同，您无法从“导出”面板导出
或导入预设。

导出选项

设置导出设置后，您有两个导出选项，可通过窗格底部的“导出”按钮中的弹出窗口进行访问：

• 在后台导出： 如果希望在导出过程中继续在 ON1 Photo RAW 中工作，
请选择此选项。这将花费更多时间，因为并非所有应用程序的处理能力都
将专用于导出操作。

• 立即导出： 如果希望导出过程更快地进行，请选择此选项。在导出完成
之前，您将无法在 Photo RAW 中工作。

要获得这些选项，请在窗格底部的“导出”按钮中的向下箭头上按住鼠标按钮，然后进行选择。如果您只是单击按
钮而不按住，则默认设置为立即导出，尽管 Photo RAW 会记住您的最后设置（如果您进行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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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

ON1 Photo RAW 2020具有灵活的打印引擎，可以打印任何尺寸的照片。您可以单独打印照片；多张照片包装样式，
放在一张纸上；以及用于评估图像的联系表。即使将 Photo RAW 用作插件，也可以从任何模块进行打印。 

可以通过单击模块选择器中的“打印”图标或从“文件”菜单中选择“打印”命令来打开打印窗口。它包含以下组
件：

A. 预览： 显示照片或正在打印的照片。

B. 查看选择器： 可让您以面对页面视图或网格视图查看正在单独打印的照片。最右边的图标打开和关
闭软打样。

C. 幻灯片： 显示已选择要打印的所有照片，并带有选中标记以打开或关闭打印。 （当选择单个图像进
行打印时，胶片幻灯片不可见。）

D. 页面视图： 显示要打印的页面数，并允许您在页面之间移动。

E. 打印机窗格： 包含用于输出的选项（打印机或PDF），以及打印机，页面设置，页面大小，份数，分辨
率，打印机配置文件和呈现意图。

F. “打印区域”窗格： 包含用于调整和选择打印图像尺寸的选项。

G. 水印窗格： 用于向打印的照片添加水印。

H. 锐化： 在打印过程中 锐化的 选项。

I. 打印/取消： 打印一张（当前图像），全部打印或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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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选项

“打印”窗口中的四个窗格-“打印机”，“打印区域”，“水印”和“锐化”-分别处理与打印相关的特定任务。

打印机窗格

在“打印机”窗格中，可以为输出设置打印机特定的功能。它有两种模
式，可通过单击窗格顶部的图标进行选择：“打印”（可将其打印到连接
的打印机）和“文件”（可将所选内容打印到PDF）。 

选择输出到打印机时，您将设置打印机的详细信息，要打印到的纸张尺
寸，分辨率，方向和份数。选择分辨率时，请确保以打印机的最佳分辨率
进行打印。例如，大多数照片打印机最适合处理240至360 ppi的文件。 
（Photo RAW 将使用其内部重采样引擎来确保您的照片达到您选择的
打印分辨率。）

窗格的底部是用于选择打印机特定的颜色配置文件的部分。选择要打印
到的纸张类型的介质配置文件。 

渲染意图与图像颜色的转换以适合打印机的颜色范围（或色域）有关。
默认意图Perceptual将按比例更改照片中的所有颜色，以适合打印机的颜色范围。另一个选项“相对色度”只会将颜
色从打印机色域中更改为最接近的色域内颜色。根据图像的不同，您可能需要使用Intent设置，但是Perceptual通常
是最好的起点。 （您可以使用 Photo RAW“软打样”功能查看照片中的色域外颜色。请参阅 页面上的“软打样”
以 <?> 了解更多。）

注意： Photo RAW“打印”功能也可以与无边距打印选项一起使用。确保在页面设置
弹出窗口中选择打印机的无边界选项。不同的打印机将具有特定的无边界设置，因此
请查看手册以了解如何打开无边界打印。

打印到文件

除了将图像发送到打印机之外，您还可以选择将当前的打印作业导出到文件中。如果要将打印提交到在线服务或远
程打印，这将很有帮助。要使用此选项，请单击窗格顶部的“文件”图标。 Photo RAW 会要求您提供文件名和保存
文件的位置。从“页面大小”弹出窗口中选择文件的页面大小，然后调整
打印区域设置。选择“打印”时， Photo RAW 将创建一张或多张照片的
PDF，并将其与您先前指定的名称和目的地一起保存。

打印区域窗格

在“打印区域”窗格中，可以设置打印尺寸的选项以及希望如何打印照片
的选项。您也可以选择是以包装形式单独打印照片还是出于评估目的创
建联系表。 

窗格的顶部包含预设样式，这些样式既可以将当前照片放入打印尺寸
内，也可以填充整个打印尺寸。用于以普通打印尺寸进行打印的选项，包
括8x10、5x7、4x6；以及用于打印到联系表的选项。您还可以通过窗格底

打印机窗格为当前打印作业设置特定于打印机的选项。
您也可以选择将打印作业渲染为PDF文件。

“打印区域”窗格用于设置要打印的照片的实际打印尺
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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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的“自定义”部分创建自定义打印尺寸；只需设置打印尺寸的宽度和高度，以及是否要使图像适合打印尺寸，或用
它填充框架即可。如果要将此打印尺寸另存为样式，请单击窗格顶部的“更多”弹出窗口，然后从菜单中选择“另存
为新样式”。然后，您可以在每次打印时从“更多”弹出窗口中调出该样式。

如果您要打印多张照片， Photo RAW 将尝试在“打印机”窗格中定义的纸张尺寸上以您选择的打印尺寸放置尽可
能多的照片。要每页仅打印一张照片，请单击“打印区域”窗格底部的该选项。

页面大小与打印大小

值得理解页面大小和打印大小之间的区别。在某些情况下，两者将是相同的。例如，如果要在4x6英寸的照片纸上打
印，则可以在“打印机”窗格的“页面大小”弹出窗口中选择该选项，然后在“打印区域”的“自定义”弹出窗口中选
择4x6。然后，根据照片的纵横比，您可能需要选择“适合”或“填充”以获取合适的裁剪。 “ Fit”完全符合其听起
来的样子：它将使整个照片适合照片的尺寸范围，这意味着最终照片周围可能会有一些额外的空白。填充将调整照
片的尺寸以填充所选打印尺寸的尺寸，使图像居中。 

在我们的示例中，4x6英寸打印的纵横比为2：3。如果要打印的照片具有该长宽比，则“适合”和“填充”将执行完全
相同的操作：照片将填充打印区域而不会被裁剪。

对于包装打印，如果要在较大的纸张上生成多张打印件，请在“打印机”窗格中设置要打印的特定尺寸的纸张，然
后在“打印区域”窗格中为每张照片设置合适的打印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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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印窗格

“水印”窗格在打印的图像上添加了一个覆盖图，通常用于徽标，签名或
版权。水印通常需要透明的背景，因此请确保水印文件是PNG或PSD。

该模块具有以下选项：

• 选择：单击选择按钮以选择要用作水印的文件。添加水印文
件后，它将被保存到徽标文件弹出窗口中。

• 大小：此滑块控制水印文件的大小。

• 插入：这将根据位置确定文件从边缘插入的百分比（请参见
下文）。

• 不透明度：设置水印的不透明度。

• 位置：此网格设置水印的位置。单击所需位置的正方形。

使用水印时，请确保水印文件足够大以供使用。例如，如果您希望它在
300ppi的图像上显示2英寸宽，则水印的宽度至少应为600像素。否则，它
可能会在打印件上显得像素化。

锐化窗格

在大多数情况下，具体取决于您打印到的介质类型（例如，光面纸通常
会受益于额外的锐化处理），打印时您需要添加一个额外的锐化步骤。
这是除在“编辑”模块中可能已应用的功能之外的另一种锐化水平。 

“锐化”窗格使您可以选择在打印过程中将应用于照片的锐化类型。弹
出菜单具有一组用于常规锐化的选项，包括用于标准打印，光面纸，细
节，高通锐化等的选项。根据图像，您可能需要使用此处的设置。在照片
的一小部分上执行测试打印通常可以帮助确定打印中正确的锐化程度。

使用 Photo RAW基本打印

整个 ON1 Photo RAW 2020界面均可进行打印。如果在“编辑”或“调整大小”模块中查看照片，或者在“浏览”的“
网格”或“详细信息”视图中选择了图像，则单击“打印”图标将打开包含该图像的“打印”窗口。在这里，您可以在
右侧的四个窗格中设置任何选项，然后单击“打印”按钮以输出照片。 

如果希望在打印之前获得最终图像的屏幕校样，请使用所选的色彩配置文件来使用所使用的介质类型，请单击预
览区域下方的软校样图标。

使用“锐化”窗格为打印的图像添加其他锐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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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印多张照片

要打印多张照片（作为包装或联系表），请从Grid或Filmstrip视图（在“浏览”或“编辑”中）选择要打印的图像，然
后单击“打印”图标。您选择的照片将显示在窗口底部的胶片条中，并且预览区域将显示当前页面（以打印机的页面
尺寸）和打印尺寸设置。如果一次要打印很多照片，则可以通过预览下的“页面查看”按钮在页面之间翻页。要查看
更多页面，请单击窗口左下方的“面对页面”或“显示所有页面”图标。

如果您决定 不想打印照片，请在幻灯片中单击该照片的复选标记。要打印当前选择的所有照片，请单击“打印”。
如果您想尝试一张页面的测试打印，请单击“打印一个”按钮，它将打印当前选择的页面，如“页面视图”列表中所
示。

“打印”功能为您提供了用于打印多页包装样式的广泛选项。在这里，我们选择了24张照片，在Epson P600打印机上以5x7英寸的尺寸在
letter尺寸的纸上打印。单击预览窗口下方的“查看所有页面”按钮，您可以看到所有要打印的照片。单击“打印一个”将打印当前选择的页
面；单击全部打印将打印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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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印联系表

当您希望评估一组图像但又不想浪费较大的照片纸时，请使用“打印”窗口中的“联系表”功能。选择要打印的照
片，在“打印机”窗格中设置纸张尺寸，然后单击“打印区域”窗格中的“联系人”图标。

从“包”模式切换到“联系方式”时，有两个选项，如“打印区域”窗格的“自定义”部分所示：

• 列数： 可让您设置页面宽度上的列数。列数越小，单个单元格越大。

• 标题： 目前， Photo RAW 允许您将文件名作为标题添加到打印的照片下方。单击标签左侧的按钮
可以将其打开或关闭。 （我们将在以后的版本中添加其他字幕选项。）

您可以使用预览区域下方的“页面视图”控件在页面之间移动，并且在准备打印时，单击“全部打印”按钮以打印联
系表。

使用“联系表”选项，您可以评估带有字幕的高质量照片中的大量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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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到 SMUGMUG

如果您是 SmugMug 照片共享和托管服务的成员，则 ON1 Photo RAW 2020提供了一种易于使用的
机制，用于将一张或多张照片发布到该服务。可通过“共享”菜单访问该菜单，该菜单可在“模块选
择器”右下部分的整个 Photo RAW 中找到。在 Windows，“共享”按钮的弹出窗口仅包含 
SmugMug 选项。在 MacOS，除了 SmugMug 之外，还有其他共享选项（请参阅 页 158 有关这些选

项的更多信息）。 

通过从“共享”弹出菜单中选择“ SmugMug ，可以共享当前选择的照片或一组照片。首次访问该服务时，您将在 
Photo RAW内收到一个授权窗口；填写您的帐户信息和密码，然后
单击“授权”按钮。 

授权后，将显示一个窗口，您可以通过该窗口上传照片。该窗口包含
一些选项：

• 单击“使用照片元数据”控件，以在标题，标题和关键
字中包含要使用的照片元数据。

• “画廊”弹出窗口可让您将照片添加到现有画廊中，或
让您创建新画廊。 

• 弹出窗口左侧的“打开图库”链接将在默认的Web浏览
器中打开当前选定的图库。

• “大小”弹出窗口有三个选项，即全尺寸，以及4000或
2000像素（长边）。

选择适当的选项后，单击“共享”按钮。 Photo RAW 将为所选照片
创建高质量的JPEG，并将其发布到 SmugMug。

有关 SmugMug 更多信息，请访问 SmugMug。

首次共享到 SmugMug，将要求您登录到您的帐户，并确认您
想让 Photo RAW 发布到站点上的画廊。

从 Photo RAW 发布到 SmugMug，可以包括元数据，选择要放
入照片的画廊，以及上传的照片的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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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共享选项（仅限MACOS ）

除了发布 SmugMug ， MacOS 版本的 ON1 Photo RAW 2020还包括其他照片共享选项，包括：

• 邮件： 在 Apple Mail中使用共享照片创建新的电子邮件。

• AirDrop： 使用 Apple的 AirDrop 网络功能与本地 MacOS 或 iOS 设备共享。 

• 备注： 将共享的照片添加到 Apple的Notes应用程序。您可以选择创建新笔记，或将照片添加到现
有笔记。

• 消息：将 照片共享到 Apple的消息应用程序。

• 添加到照片： 将 照片 添加到 Apple的照片应用程序。

• SmugMug：将 照片发布到 SmugMug 服务（请参阅 页 157 有关详细信息）。

所有共享选项都执行相同的操作： Photo RAW 导出所选照片的全尺寸JPEG，并与列表中的所选目标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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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送到其他应用

 ON1 Photo RAW 2020中的浏览模块可以将您正在查看的图像发送到其他应用程
序进行编辑。这是通过“发送到”选项完成的，该选项可从右键单击上下文菜单
或“编辑”菜单中获得。 ON1 浏览会自动检测以下常见的照片管理器或编辑器，
并列出最新安装的版本：

• Adobe Photoshop

• Adobe Photoshop Lightroom

• Adobe Photoshop Elements

您可以设置要将照片发送到的任何应用程序。只需选择发送到其他应用程序选
项。然后选择您要将照片发送到的应用程序。该应用程序将被记住，并与其他“
发送至”选项一起列出。 （例如，如果您使用电子邮件客户端，则可以将其添加
到通过电子邮件轻松发送照片中。）

将图像发送到另一个应用程序时，将显示 ON1 Photo RAW 2020中的“编辑于”对
话框。您可以选择发送已编辑的照片或未编辑的原始图像。如果选择发送副本，
则可以选择文件类型，颜色空间，位深和分辨率。如果每次使用相同的选项集，则
可以选中窗口中的“不再询问我”框，并且不会再出现提示。 （要更改此设置，请
转到 Photo RAW“首选项”中的“文件”窗格。）

在“浏览”弹出菜单中右键单击照片
时，“发送到...”部分可用。 

在“编辑位置”对话框中，展开“复制选项”部分。



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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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单，首选项，键盘快捷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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浏览菜单

ON1 Photo RAW （仅限MacOS ）

• 关于 ON1 照片： 打开关于框，显示您的版本号。 （这在 
Windows的“帮助”菜单中）

• 首选项： 打开首选项对话框。 （在 Windows的“编辑”菜单中）

• 退出 ON1 Photo RAW： 退出 ON1 Photo RAW 2020。

文件菜单

• 新建画布： 在您选择的尺寸上创建一个新的.onphoto文件，并在“
图层”中将其打开。

• 浏览文件夹： 打开浏览对话框，您可以在其中选择要浏览的文
件夹。

• 浏览主页： 导航到您的家庭图片文件夹。

• 浏览桌面： 导航到您的桌面。

• 导入： 打开导入窗口。

• 添加目录文件夹： 允许您选择要添加到“文件夹”窗格的“目录
文件夹”部分的文件夹。

• 删除目录文件夹： 从“目录文件夹”窗格中删除选定的文件夹。

• 管理附加功能： 打开附加功能管理器，您可以在其中导入和管理
附加功能，例如边框，背景，纹理和预设。

• 快速导出： 以 Photoshop，TIFF，JPEG或PNG格式保存当前图
像。

• 以图层形式 打开 ： 在“编辑”模块中 以图层形式 打开选定的文
件

• 发送到（列表）： 将图像 发送到列表 中的选定应用程序。

• 将RAW Plus JPG分组：将 RAW和JPG对堆叠在一起，以减少混
乱。

• 合并到全景： 拍摄选定的图像并打开“创建全景”窗口。

• 创建HDR： 拍摄所选图像并打开“创建HDR”窗口。

• 创建焦点堆栈： 拍摄所选照片并打开“焦点堆栈”窗口。

• 导出： 打开“导出”侧面板。

• 打印： 打开打印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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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菜单

• 撤消： 删除上一个文件操作。

• 重做：重做 撤消操作。仅当您做的最后一件事是撤消时才可用。

• 全选： 选择当前文件夹中的所有图像。

• 全选： 取消选择当前文件夹中的所有图像。

• 取消选择： 取消选择当前项目。

• 复制： 复制当前选择的项目。

• 粘贴： 将剪贴板中的项目粘贴到当前位置。

• 重复： 在与原始文件相同的位置制作所选文件的物理副本。

• 重命名文件： 重命名选定的文件或文件夹。

• 删除： 将选定的文件和/或文件夹移至回收站。

• 添加子文件夹： 在当前所选文件夹内添加一个新的空子文件
夹。

相册菜单

• 创建相册： 创建一个新相册。

• 重命名专辑： 重命名所选专辑。

• 删除相册： 删除所选相册。

• 添加到相册： 将所选照片添加到可用相册。

• 从相册中 删除 ：从相册中 删除选定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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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菜单

• 颜色： 设置照片的颜色等级（无，红色，黄色，绿色，红色，紫
色）

• 评分： 设定星级（0至5星）

• 顶： 将照片设置为顶，拒绝或未设置

• 自动前进： 选中该选项后，应用于照片的任何颜色，等级或类似
设置都会将其保存为该照片，然后移至下一张照片。

• 顺时针 旋转90度： 顺时针旋转图像90度

• 逆时针旋转90度： 逆时针旋转图像90度

• 编辑捕获日期： 让您调整 捕获日期 的元数据，包括一项考虑时
区更改的设置。

• 从GPS坐标设置位置： 从存储的GPS坐标中查找地名信息，并将
其嵌入到适当的IPTC元数据字段中。

• 嵌入元数据：将 调整后的元 数据 存储到所选照片中。 （仅适用
于某些文件格式。）

• 从照片 读取元数据：从原始文件读取嵌入的元数据，覆盖XMP 
sidecar文件中的所有数据。 （适用于元数据与其他应用程序不同
步的情况。）

• 保存元数据预设： 可让您将当前图像的部分或全部元数据字段
保存为预设。

• 删除元数据预设： 允许您删除已保存的元数据预设。

• 刷新预览： 重建所选图像的预览。 （如果存在导致图像显示不
正确的问题，则很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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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定选单

• 重设所有设置： 重设照片上所有应用的设置。

• 重置开发设置： 仅重置在“开发”选项卡中应用的设置。

• 重设效果设置： 仅 重设 在“效果”选项卡中应用的设置。

• 重设人像设置： 重 设人像 中应用的设置。

• 重置所有修饰工具： 重置在“编辑”模块中应用的 所有修饰 。

• 重置本地调整： 删除对照片进行的所有本地调整。

• 重置裁切： 将当前图像的裁切重置为其原始状态。

• 重置文字： 从当前照片中删除所有文字块。

• 复制设置： 复制应用于照片的所有“编辑”模块设置。

• 粘贴设置： 粘贴复制的设置（带有选项）

• 同步设置： 从最初选择的图像（由超选择表示）有选择地将编辑
设置应用于选择中的其余图像（带有选项）。

• 同步所有设置：将 所有“编辑”模块设置从最初选择的照片同步
到所选内容中的其余图像。

• 创建版本： 制作照片的虚拟副本，而不复制硬盘驱动器上的文
件。

• 将设置另存为预设： 将所选照片的编辑设置 另存为预设 。

• 使用当前设置更新预设： 如果具有预设的图像更改了某些设置，
则可以使用新设置更新预设。

• 重命名预设： 重命名预设。

• 删除预设： 删除预设。

• 导出预设： 将预设 导出 为 ON1 预设文件。

• 导入预设： 导入 ON1 预设文件。

• 获取更多预设： 转到 ON1的“照片预设”页面。

ON1 同步（预览）

• 注册预览： 显示有关 ON1即将推出的同步产品的信息性消息，并
带有一个链接，用于注册公开预览（如果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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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看菜单

• 更大的缩略图： 增加“网格”视图中缩略图的大小。

• 较小的缩略图： 减小缩略图的大小。

• 放大： 以“细节”，“胶片”或“比较”视图放大图像，显示更多细
节。

• 缩小： 缩小，使更多图像适合窗口。

• 适合屏幕：在屏幕上 调整图像大小，使其完全适合预览窗口。

• 实际像素： 放大图像的100％视图。

• 方形缩略图： 将您的拇指更改为方形。

• 始终显示文件名： 在“网格”视图中，使缩略图中的文件名标签
保持打开状态。

• 启用过滤器： 启用/禁用过滤器窗格。

• 搜索文本： 将光标置于“过滤器”搜索框中。

• 按标签 过滤 ： 按颜色过滤图像。

• 按等级 过滤 ： 按星级过滤图像。

• 按喜欢 过滤 ： 按喜欢/不喜欢过滤图像。

• 重置过滤器： 重置过滤器。

• 排序： 按文件名，日期，等级，标签等进行排序。

• 在顶部排序子文件夹： 排序时，将子文件夹放在网格的顶部。

• 显示剪辑： 显示剪辑叠加视图，在当前图像中显示纯白色或黑色
像素。 

• 显示聚焦遮罩： 在当前图像的聚焦部分上显示绿色覆盖。

• 查看模式： 从缩略图（网格），照片（详细信息），幻灯片和比较
视图中选择。

• 预览背景色： 更改预览背景色。

• 预设浏览器模式： 将“预设”面板浏览器视图设置为1、2或3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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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口菜单

• 最小化： 最小化 ON1 Photo RAW 2020。

• 缩放： 缩放窗口。

• 全屏模式： 进入或退出全屏模式。

• 双重模式： 添加新的浏览器窗口以用于第二个显示。

• 文件夹： 打开和隐藏“文件夹”窗格。

• 相册： 打开和隐藏“相册”窗格。

• 过滤器： 打开和隐藏“过滤器”窗格。

• 系留 拍摄： 打开和隐藏系留拍摄窗格。

• 最近： 打开和隐藏“最近”窗格。

• 信息： 打开并隐藏“信息”窗格。

• 元数据： 打开并隐藏“元数据”窗格。

• 关键字列表： 打开和隐藏“关键字列表”窗格。

• 显示浏览面板： 隐藏/显示浏览面板。

• 显示保险杠标签： 隐藏/显示模块选择器中的文本标签。

• 显示照片面板： 隐藏/显示“照片面板”。

• 隐藏面板： 隐藏/显示左右面板。

救命

• 搜索：搜索菜单选项（仅限MacOS ）。

• ON1 Photo RAW 2020联机帮助：在默认的Web浏览器中打开 
ON1支持页面。

• 视频教程：在默认的Web浏览器中打开 ON1.com产品培训页面。

• 入门：打开初始 Photo RAW 启动屏幕。

• 检查更新：检查 ON1 更新服务器以查看您是否正在运行当前版
本；请检查更新。它会通知您有关更新的信息，并将引导您完成更
新过程。

• 登录/注销：使用您的 ON1 帐户登录信息来验证您的 ON1 Photo 
RAW 2020副本。

• 提供反馈：打开默认的Web浏览器，然后转到 ON1 网站的反馈页
面。

• 关于 ON1 Photo RAW 2020（仅Windows ）：打开带有显示版本号
的关于框。

• 帮助改进 ON1 产品：打开“改进 ON1 产品”对话框。

• 显示 ON1 ：当您遇到 ON1  Photo RAW 2020问题时，可以帮助
ON1 支持的诊断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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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菜单

ON1 Photo RAW （仅限MacOS ）

• 关于 ON1 Photo RAW：打开“关于”框并显示您的版本号。 （这
在 Windows的“帮助”菜单中）

• 首选项： 打开首选项对话框。 （在 Windows的“编辑”菜单中）

• 退出 ON1 Photo RAW：退出 ON1 Photo RAW 2020。

文件菜单

• New Canvas：以指定的尺寸创建一个新的分层.onphoto文件。

• 画布大小：允许您更改当前分层文件的大小。

• 快速导出：将当前图像保存为 Photoshop，TIFF，JPEG或PNG格
式。

• 导出：打开导出侧面板。

• 打印：打开打印对话框。

• 管理Extras： 打开Extras Manager窗口。

编辑菜单

• 撤消：删除上一个文件操作。

• 重做： 重做 撤消操作。仅当您做的最后一件事是撤消时才可
用。

• 剪切： 剪切 当前选择的项目。

• 复制：复制当前选择的项目。

• 粘贴：将剪贴板中的项目粘贴（复制）到当前位置。

• 删除： 删除当前图像（仅限胶片模式）。

• 还原：还原 为当前照片的原始状态。

• 首选项（Windows）： 打开“首选项”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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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层菜单

• 从文件添加图层：允许您将新文件作为图层添加到当前文档。

• 删除： 删除当前选定的图层。

• 复制： 复制当前选定的图层。

• 重置图层属性： 删除所有应用的图层蒙版或转换为当前图层。

• 合并层：将当前层与其下一层合并。

• 可见合并：将所有可见层合并到一个新的合并层中。

• 新建冲压层：将可见层合并为新的复合层，使可见层保持完整。

• 对齐可见层：根据其内容对齐可见层。

照片菜单

• 自动前进：选中后，应用于照片的任何颜色，等级或类似设置都会
将其保存到该照片中，然后移至下一张照片。

• 顺时针旋转90度 ：顺时针旋转图像90度

• 逆时针旋转90度：逆时针旋转图像90度

面膜菜单

• 反转蒙版：反转蒙版，隐藏的内容将显示出来，反之亦然。

• 重置蒙版：将蒙版重置为纯白色。

• 复制蒙版：复制蒙版。

• 粘贴蒙版：粘贴蒙版。

• 创建亮度蒙版：根据照片的黑色或白色色调值创建亮度层蒙版。

• 显示蒙版：将当前蒙版显示为红色覆盖图或灰度图。

• 查看模式：将“显示遮罩”模式设置为红色叠加或灰度。



ON1 Photo RAW 2020用户指南                                 第6部分：参考 169

设定选单

• 重置所有设置：重置照片上的所有“编辑”模块设置。

• 重置显影设置：重置在显影中应用的设置。

• 重设效果设置：重设在效果中应用的设置。

• 重设人像设置：重 设人像 中应用的设置。

• 重置所有修饰工具：重置在编辑中应用的修饰。 

• 重置本地调整：重置所有本地调整。

• 重设裁切：重设对照片进行的所有裁切。

• 重设文字：重设相片的所有文字区块。

• 复制设置：复制应用于照片的所有设置（显影，效果，润饰）。

• 粘贴设置：粘贴复制的设置（带有选项）

• 同步设置：有 选择地将“编辑”模块设置从最初选择的图像应用
到选择中的其余图像。

• 同步所有设置：将 所有“编辑”模块设置从最初选择的图像应用
于选定内容中的其余图像。

• 创建版本： 制作照片的虚拟副本，而不复制硬盘驱动器上的文
件。

• 将设置另存为预设：将所选照片的编辑设置 另存为预设 。

• 使用当前设置更新预设：如果具有预设的图像已更改了某些设
置，则可以使用新设置更新预设。

• 重命名预设：重命名预设。

• 删除预设：删除预设。

• 导出预设：将预设 导出 为 ON1 预设文件。

• 导入预设：导入 ON1 预设文件。

• 获取更多预设：转到 ON1的照片预设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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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菜单

• 放大：以一个增量缩放预览窗口。这将使预览图像更大。

• 缩小：将预览窗口缩小一个增量。这将使预览图像更小。

• 适合屏幕：设置预览图像，以使整个图像一次显示在屏幕上。将
此视为整个图像的概述。这是您大多数时候将使用的设置。

• 实际像素：设置预览图像，使其缩放到实际像素或1：1（也称为100
％）。此设置使您可以查看图像中的每个像素。进行精度调整时，
这很有用。

• 预设浏览器：将“预设”面板浏览器视图设置为1、2或3列。

• 显示剪辑：显示剪辑叠加视图，在当前图像中显示纯白色或黑色
像素。

• 显示聚焦遮罩： 在当前图像的聚焦部分上显示绿色覆盖。

• 显示预览：切换以启用或禁用预览。

• 比较：显示当前图像的可调分屏视图，“预览”视图位于预览区域
的左侧。

• 查看模式：在幻灯片和细节视图之间切换。

• 预览背景色：让您设置背景色选项。

• 启用软打样：打开当前图像的软打样。

• 色域警告：显示带有红色覆盖层的打印机无法复制的颜色。

• 配置文件：显示已安装打印机的列表并显示配置文件；选择一个
配置文件将对该配置文件的纸张类型应用软打样。

• 意图：使您可以在当前图像的感知或相对渲染意图之间进行切
换。

• 模拟纸张和墨水：启用后， Photo RAW 将设置显示屏的白点和黑
点，以适应所选配置文件的白点和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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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口

• 最小化：最小化屏幕。

• 缩放：将窗口缩放到全尺寸。

• 全屏：切换全屏模式（隐藏菜单）。

• 双重模式： 开启双重显示模式

• 导航器：隐藏或显示“导航器”，“放大镜”，“直方图”和“信息”
窗格。

• 图层：折叠“图层”窗格。

• 独奏模式：一次仅打开一个窗格。

• 显示图层：完全隐藏/显示“图层”窗格。

• 打开快速查看浏览器：打开所选预设类别的快速查看浏览器覆
盖图。

• 显示保险杠标签： 隐藏/显示模块选择器中的文本标签。

• 显示浏览器面板：隐藏/显示浏览器面板。

• 显示控制面板：隐藏/显示控制面板。

• 隐藏面板：隐藏或显示所有面板。

• 文档名称：显示打开图像的名称，缩放级别和位深度。

^ hELP

• 搜索：搜索菜单选项（仅限MacOS ）。

• ON1 Photo RAW 2020联机帮助：在默认的Web浏览器中打开 
ON1.com支持页面。

• 视频教程：在默认的Web浏览器中打开 ON1.com产品培训页面。

• 入门：打开初始 Photo RAW 启动屏幕。

• 检查更新：与 ON1 更新服务器进行检查，以查看您是否正在运
行当前版本。如果有较新的版本，则会通知您，并逐步完成更新过
程。

• 登录/注销：使用您的 ON1 帐户登录信息来验证您的 ON1 Photo 
RAW 2020副本。

• 提供反馈：打开默认的Web浏览器，然后转到  ON1 网站的反馈
页面。

• 关于 ON1 Photo RAW （仅Windows ）：打开带有显示版本号的
关于框。

• 帮助改进 ON1 产品：打开“改进 ON1 产品”对话框。

• 显示 ON1 ：当您遇到 ON1  Photo RAW 2020问题时，可以帮助
ON1 支持的诊断工具。



ON1 Photo RAW 2020用户指南                                 第6部分：参考 172

调整菜单大小

ON1 Photo RAW （仅限MacOS ）

• 关于 ON1 Photo RAW：打开“关于”框并显示您的版本号。 （这
在 Windows的“帮助”菜单中）

• 首选项： 打开首选项对话框。 （在 Windows的“编辑”菜单中）

• 退出 ON1 Photo RAW：退出 ON1 Photo RAW 2020。

文件菜单

• 完成：保存当前图像并返回浏览（或外部来源）。

• 取消：取消任何调整大小操作，并返回到浏览（或外部来源）。

• 快速导出：将当前图像保存为 Photoshop，TIFF，JPEG或PNG格式

• 导出： 调用导出窗格。

• 打印：打开打印对话框。

• 管理Extras： 打开Extras Manager窗口。

编辑菜单

• 撤消：删除上一个文件操作。

• 重做： 重做 撤消操作。

• 剪切： 剪切 当前选择的项目。

• 复制：复制当前选择的项目。

• 粘贴：将项目粘贴到剪贴板中。

• 首选项（Windows）： 打开“首选项”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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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定选单

• 重设所有设置：重设在“调整大小”中进行的 所有设置 。

• 重置调整大小设置：重置在“设置”窗格中所做的所有更改。

• 重设裁切：重设裁切。

• 将设置另存为预设：将当前的“调整大小”设置 另存为预设 。

• 使用当前设置更新预设：如果应用了预设的图像已更改了某些设
置，则可以更新预设以反映这些新设置。

• 重命名预设： 重命名当前预设。

• 删除预设：删除当前选择的预设。

• 导出预设：将当前预设 导出 为.onresize文件。

• 导入预设：导入 ON1 调整大小的预设文件。

• 获取更多预设：在网络浏览器中打开 ON1“预设”页面。

查看菜单

• 放大：以一个增量缩放预览窗口。这将使预览图像更大。

• 缩小：将预览窗口缩小一个增量。这将使预览图像更小。

• 适合屏幕：设置预览图像，以使整个图像一次显示在屏幕上。将
此视为整个图像的概述。这是您大多数时候将使用的设置。

• 实际像素：设置预览图像，使其缩放到实际像素或1：1（也称为100
％）。此设置使您可以查看图像中的每个像素。进行精度调整时，
这很有用。

• 显示剪辑：显示剪辑叠加视图，在当前图像中显示纯白色或黑色
像素。

• 预览背景色：让您设置背景色选项。

• 启用软打样：打开软打样。

• 色域警告：显示带有红色覆盖层的打印机无法复制的颜色。

• 配置文件：显示已安装打印机的列表并显示配置文件；选择一个
配置文件将对该配置文件应用软打样。

• 意图：使您可以在当前图像的感知或相对渲染意图之间进行切
换。

• 模拟纸张和墨水：启用后， Photo RAW 将设置显示屏的白点和黑
点，以适应所选配置文件的白点和黑点。

窗口

• 最小化：最小化屏幕。

• 缩放：将窗口缩放到完整尺寸（不隐藏菜单栏）。

• 全屏：在全屏模式之间切换（隐藏菜单栏）。

• 导航器/放大镜/直方图：隐藏或显示“导航器”，“放大镜”，“直
方图（级别）”和“信息”窗格。

• 像素尺寸：打开或关闭“像素尺寸”窗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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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档大小：打开或关闭“文档大小”窗格。

• 设置：打开或关闭“设置”窗格。

• 锐化：打开或关闭“锐化”窗格。

• 胶片颗粒：打开或关闭胶片颗粒窗格。

• 平铺：打开或关闭“平铺”窗格。

• 画廊包裹：打开或关闭“画廊包裹”窗格。

• 独奏模式：启用此功能后，一次只能保持一个控制窗格打开。

• 显示控制面板：隐藏或显示控制面板。

• 隐藏面板：隐藏或显示所有面板。

• 文档名称：显示打开图像的名称，缩放级别和位深度。

救命

• 搜索：搜索菜单选项（仅限MacOS ）。

• ON1 Photo RAW 2020联机帮助：在默认的Web浏览器中打开 
ON1.com支持页面。

• 视频教程：在默认的Web浏览器中打开 ON1.com 产品培训页
面。

• 入门：打开初始 Photo RAW 启动屏幕。

• 检查更新：与 ON1 更新服务器进行检查，以查看您是否正在运
行当前版本。如果有较新的版本，则会通知您，并逐步完成更新过
程。

• 登录/注销：使用您的 ON1 帐户登录信息来验证您的 ON1 Photo 
RAW 2020副本。

• 提供反馈：打开默认的Web浏览器，然后转到 ON1 网站的反馈页
面。

• 关于 ON1 Photo RAW （仅Windows ）：打开带有显示版本号的
关于框。

• 帮助改进 ON1 产品：打开“改进 ON1 产品”对话框。

• 显示 ON1 ：当您遇到 ON1  Photo RAW 2020问题时，可以帮助
ON1 支持的诊断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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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先

ON1 Photo RAW 2020具有许多系统范围的设置，您可以通过“首选项”窗口进行设置。要访问首选项，请单击屏幕
左下角的齿轮图标，或从 ON1 Photo RAW 2020菜单（MacOS）或 Windows的“编辑”菜单中选择“首选项”。

“首选项”窗口具有五个选项卡：“常规”，“文件”，“插件”，“系统”，“服务”。每个选项卡中的设置如下所述。

通用设置

常规设置选项卡可调整 Photo RAW 工作区的基本
设置，包括背景颜色，滚动控件等。

滚动控件

使您可以选择鼠标滚轮或滚动手势的工作方式。选
项包括：

• 无：默认。

• 预览缩放：调整预览窗口的缩放。向上滚动
可增加变焦，向下滚动可减小变焦。

• 预览平移： 平移 图像，就像使用平移工具或
导航器一样。重要的是，摇摄要舒适，不要太快，太慢或生涩。

• 笔刷大小：调整当前工具（例如笔刷工具）的大小。

预览背景色

您可以选择预览图像后面的背景颜色。默认颜色是黑色。有黑色，白色，浅灰色，深灰色和自定义的选项。自定义选
项具有一个颜色选择器，您可以在其中选择自己的背景色。

口音颜色

使您可以在 Photo RAW 界面中选择突出显示的项目（文件夹，选项卡，选择项）的显示颜色。

应用语言

使您可以更改 ON1 Photo RAW 2020的显示语言。“自动”将使用系统的默认语言（如果有）。

在启动时检查更新

默认情况下已启用，当您启动 ON1Photo时，产品将与 ON1 的软件更新服务器通信；如果有可用更新，它将提示您
下载或跳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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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认浏览位置

默认情况下，“浏览”中的“图片”快捷方式是“图片”（Mac）或“我的图片”（Windows）。您可以通过此设置更改该
位置。

档案

“文件”选项卡用于确定在“调整大小”中打开文
件，作为外部应用程序的插件或在创建副本以从“浏
览”中发送给外部编辑器时， ON1 Photo RAW 将创
建哪种文件类型。

编辑什么

“文件”选项卡的“编辑内容”部分中有五个选项：

1. 文件格式：设置要创建的文件类
型：PSD，TIFF或JPEG。如果要使用分层的工
作流程，则必须选择PSD。

2. 色彩空间：设置打开文件副本时的默认色彩
空间。该列表包括 Adobe RGB 1998， Apple 
RGB （MacOS）， sRGB， ProPhoto RGB或 
ColorMatch RGB。 （如果您导入了一个配置文件以用于“常规”首选项中，那么它也可以在此处使用。）

3. 位深度：设置打开文件副本时文件的位深度。

4. 分辨率：设置打开文件副本时的分辨率。

5. 每次都显示这些选项：如果您不希望使用预定义的文件特征集从 Lightroom 或 Photoshop打开照片，请单击
此框。

边车选项

如果您希望 ON1 Photo RAW 2020在编辑图像时创建特定于 ON1“ sidecar”文件，请单击此框。如果您将同一图像
库用于多台计算机（例如，在外部硬盘驱动器上），并且希望在每台计算机上都可以看到所做的编辑，这将很有帮
助。 

自动应用镜头校正

启用此选项后，当您在“细节”，“胶片”或“比较”
模式下查看原始照片时， ON1 Photo RAW 将自动
对任何原始照片使用镜头校正。

将RAW + JPG对视为单张照片

如果您拍摄RAW + JPG，则可以使用此选项在“浏
览”中“堆叠”两张照片。 （RAW + JPG对在缩略图
的左下角显示有一个小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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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挂程式

“插件”选项卡特定于将 Photo RAW 用作 Photoshop 或 Lightroom的插件，并允许您设置从这些应用程序打开文
件时的条件。

Photoshop

• 将结果应用于：在 Photoshop 编辑时，您可以选择将效果添加到当前图层的副本或当前图层中。启动 ON1 
Photo时，您也可以选择从上次使用的设置开始。

Lightroom

如上面使用 Lightroom 部分所示，此首选项可让您为通过 Lightroom的Plug-In Extras菜单打开的文件选择特定选
项：

• 将 Photoshop 文件另存为：控制从 Lightroom 打开的 Photoshop 文件如何另存为智能照片或常规PSD。

• 文件类型：文件类型下拉菜单确定将创建哪种文件类型。默认值为PSD，用于维护图层。如果您更喜欢那些格
式并且不关心维护图层，也可以选择JPG或TIFF。最后一个选项与source相同，它保持原始文件的文件类型，但 
Lightroom 原始文件除外，这些原始文件另存为PSD。

• 色彩空间：设置工作色彩空间； Adobe RGB，sRGB或ProPhoto RGB。

• 位深度：设置文件位深度，每像素8位或16位。

• 分辨率：分辨率下拉菜单确定文件的分辨率。

• 与原始堆叠：启用后，新图像将与原始图像堆叠在一起。

• 对单个PSD使用原始文件：启用后，如果选择单个PSD文件，则将直接对其进行编辑，而不制作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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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

系统选项卡显示 Photo RAW 2020的性能相关特
征。

内存使用情况

• 系统使用率： 指定应用程序使用的RAM数
量。最大值（默认值）为80％。

• VRAM的使用情况： 指定应用程序使用的
视频内存（VRAM）的数量。最大值（默认）
为80％。

暂存文件夹位置

此设置可让您移动或重置内存缓存，这有助于在运
行 Photo RAW时加快编辑操作。如果您的系统驱动
器空间有限并且希望使用速度更快的外部驱动器作
为缓存，这将很有帮助。每次您退出应用程序时，都
会清除此缓存信息。

浏览缓存

ON1 Photo RAW 2020将缩略图预览存储在磁盘上，以便下次浏览文件夹时加载速度更快。使用此设置，您可以调
整内存缓存大小以及清空缓存，将其移动到其他位置，或者在浏览存在问题时将其重置。 

小费： 如果您的启动卷有一个小型固态驱动器，则应将缓存移至另一个驱动器，因
为使用目录文件夹时浏览缓存会占用很多空间。

性能

“性能”部分旨在帮助您针对特定设置优化 Photo RAW 。您可以进行的调整如下：

• 视频卡强度可以 平衡更新图像的预览以及笔刷和渐变工具叠加的移动。如果您的刷子不粘，请尝试将其调
低。如果您有高端视频卡，请尝试将其打开以加快预览更新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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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速平移 会降低预览质量（使其不那么清晰），同时平移照片以提高平移性能。

• 快速预览 会降低绘画时的预览质量（使其不那么清晰），同时进行绘画或进行其他调整以提高画笔性能。如
果您有高端视频卡，则此功能关闭。

• GPU渲染器 使用GPU（视频卡）渲染预设的缩略图，导出，打印，共享和缓存。这样可以大大提高性能。对于
支持该功能的系统，默认情况下处于启用状态。它可能在低端GPU上被禁用。

Lightroom 迁移缓存

如果您在 Lightroom Migration Assistant中遇到问题，则可以在此处清除缓存。 （请参阅 第25页的“将 Lightroom 
目录移动到 Photo RAW” <?>。）

服务

该选项卡控制哪些在线存储服务显示在“浏览”
和“图层”的“源”窗格中。当前， ON1 Photo RAW 
2020支持 Dropbox， Google Drive和 Microsoft 
OneDrive。如果 在安装过程中在计算机 上找到了 
Photo RAW2020，则它们会自动添加任何服务 ，但
是如果以后添加（或删除）任何这些服务，请使用此
选项卡进行管理。

https://on1help.zendesk.com/
https://on1help.zendes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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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dows macOS
Change Modules/Tabs

Browse G

Develop D

Effects S

Portrait I

Local Adjustments A

Resize Y

Preview Nagivation

Zoom-in ⌃ + ⌘ +

Zoom-out ⌃ — ⌘ —

Fit to Screen ⌃ 0 ⌘ 0

Zoom to 100% (1:1) ⌃ ⎇ 0 ⌘ ⌥ 0

Pan Photo hold space

View & Window Modes

Grid View G

Photo View E

Filmstrip View F

Compare View (Browse) C

Fullscreen n/a ⌘ ⌃ F

Hide Right Panel ⌃→ ⌘ →

Hide Left Panel ⌃← ⌘  ←

Hide Both Panels ⇥

Split-Screen Compare (Develop/Effects) ⌃ Y ⌘ Y

Preview and Masking Views

Original View (Preview Off) \

Show Mask O

Show Clipping hold J

Enable Soft Proof ⎇ S ⌥ S

Browse

Change Thumbnail Size + /—

Browse a Folder ⌃ B ⌘ B

Select All ⌃ A ⌘ A

Select None ⌃ D ⌘ D

Deselect /

Set Rating 1-5

Set Label 6-0

Dislike X

Like P

Clear Like/Dislike U

Delete ⌦

Enable Filters ⌃ l ⌘ l

Search Text ⌃ F ⌘ F

Windows macOS
Presets

Open Quick View Browser ⎇ ↑ ⌥ ↑

Insert Preset ⎇ click ⌥ click

Photo Settings

Rotate 90 ⌃ ] ⌘ ]

Rotate -90 ⌃ [ ⌘ [

Reset All Settings ⇧ ⌃ R ⇧⌘ R

Copy Settings ⇧ ⌃ C ⇧⌘C

Paste Settings ⇧ ⌃ V ⇧⌘ V

Sync Settings ⇧ ⎇ S ⇧ ⌥ S

Create Version ⌃’ ⌘’

Brushing

Bigger Brush ]

Smaller Brush [

Increase Brush Opacity ⎇ ] ⌥ ]

Decrease Brush Opacity ⎇ [ ⌥ [

Increase Brush Feather ⇧ ]

Decrease Brush Feather ⇧ [

Set Brush Opacity ⎇ 1-0 ⌥ 1-0

Toggle Perfect Brush ⌃ R ⌘ R

Hold Perfect Brush Color hold ⌃ hold ⌘
Toggle Paint-in/Paint-out ⇧ X or hold ⎇/⌥
Invert Mask ⌃ i ⌘ i

Draw Straight Line ⇧ click

Misc

Quick Export ⇧ ⌃ S ⇧⌘ S

Print ⌃ P ⌘ P

Undo ⌃ Z ⌘ Z

Redo ⇧ ⌃ Z ⇧ ⌘ Z

Quit ⌃ Q ⌘ Q

Tools

Crop c

Adjustment Brush K

Adjustable Gradient ⇧ K
Perfect Eraser Q

Retouch Brush R

Clone Stamp S

Masking Brush B

Gradient Mask/Masking Bug M

Refine Mask N

Zoom/Pan Z

Move/Transform V

Text T

Portrait ⇧ I

Chisel H 

Blur L 

⌃ Control         ⌘  Command         ⎇  Alt       ⌥  Option        ⇧  Shift       ⇥  Tab

ON1 PHOTO RAW 
Common Keyboard Hotke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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