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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 Aperture？
Aperture 是功能强大且易于使用的数码照片管理系统，可以对高品质摄影图像进行整理、调整、归档和展示。

在 Aperture 中，您可以执行以下操作：

 • 直接使用 iPhoto 图库，而不必导入 iPhoto 照片。

【重要事项】为了确保图库的兼容性，请确定您已将 iPhoto 和 Aperture 都升级到最新版本。

 • 从相机、读卡器和硬盘驱动器导入 JPEG、TIFF 和 RAW 等高品质格式的数码照片、音频文件和 HD 视频 
文件。

 • 使用直观的图像处理工具来编辑和调整数码照片，进行润饰、磨皮、红眼消除、颜色平衡、曝光校正等操作。

 • 从捕捉到调整再到最终输出处理的都是 RAW 格式的照片，在整个工作流程中保留最高品质的图像。

 • 根据需要，将照片、音频文件和视频文件储存到 Aperture 资料库、多个硬盘或其他储存介质。

 • 使用多个 Aperture 资料库，能够在资料库之间切换，而无需关闭 Aperture。

 • 通过灵活的管理工具、全面的元数据支持以及强大的搜索工具，对成千上万的照片和视频文件进行编目和管

理，这些搜索工具可让您在多个位置（包括硬盘、脱机宗卷、CD 和 DVD）立即找到文件。

 • 导出资料库的任何一部分，在另一个运行 Aperture 的系统上更改所导出的部分，然后将更改的部分合并回
首选 Aperture 系统的资料库。

 • 以非破坏性方式处理照片。Aperture 会保护原始图像文件并通过内建防护措施来帮助确保您不会意外地覆
盖或修改原件。

 • 自动将图像文件的副本备份到外置硬盘上指定的储存区域，称为保管库。 

 • 照片和相簿能以多种格式进行打印，或者以多种格式发布到多个位置。通过直接处理 RAW 照片，您可以创
建原色相纸、自定的名片纸以及独特的精装相册。

Aperture 基础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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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以电子方式共享照片，将照片发布到 Facebook、Flickr 和 SmugMug。如果您有 iCloud 帐户，则可以通
过“我的照片流”让您的新照片出现在您的所有 Mac 和 iOS 设备上，还可以使用“iCloud 照片共享”与朋
友共享照片。您也可以为客户和朋友创建幻灯片演示文稿，将照片附加到电子邮件，以及创建网页来显示 
照片。

Aperture 工作流程概述
下面描述 Aperture 中照片管理的基本流程。并非每个步骤都必须执行，而且您可能需要执行未在这里列出的
其他任务。

将 iPhoto 图库用于 Aperture
首次打开 Aperture 时，“欢迎使用 Aperture”屏幕会邀请您打开 iPhoto 图库。您也可以通过选取“文
件”>“切换到资料库”来切换到 iPhoto 图库。

【重要事项】为了确保图库的兼容性，请确定您已将 iPhoto 和 Aperture 都升级到最新版本。

有关在 Aperture 中切换资料库的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55 页查看其他资料库。

将照片导入 Aperture
若要使用 Aperture，请先导入照片。您可以直接从相机或读卡器以及归档数码文件的硬盘或储存设备中导入
数码照片。

Aperture 自动导入任何与图像文件关联的音频附件，前提是图像文件及其音频附件的文件名称相同。除了将照
片导入到 Aperture 之外，还可以导入 QuickTime 兼容音频和视频文件。

创建项目

使用 Aperture 时，可以创建项目来存放照片。项目类似于 iPhoto 中的事件。一个项目可以容纳数十、数百甚
或数千张照片。需要进一步细分和整理项目中的照片时，可以创建相簿。随着作品集锦增加和创建越来越多的

项目，可以将作品整理到文件夹、项目和相簿的层级中。

查看和整理照片

若要处理照片，您可以在“资料库”检查器中选择一个项目，该项目的照片便会显示在浏览器中。使用浏览器可

检查、组织和选择照片。在浏览器中选择缩略图照片时，该照片将显示在检视器中。如果您想要处理照片细节，

则可以在全屏幕视图中查看它们。

Aperture 也提供若干工具来帮助您整理大量照片的组合。您可以并排比较高分辨率照片、将相似照片分组成
堆栈、给照片评价、使用“面孔”来识别照片中的任务以及使用“地点”将位置信息应用到照片。您还可以将关键

词和其他元数据应用到照片，使查找照片更容易。

调整图像

您可以使用一组功能强大的非破坏性调整（如裁剪、拉直、曝光、白平衡、色阶、曲线、高光与阴影和晕影）来增

强照片。此外，您还可以使用笔刷选择性地应用或移除调整，这样就只影响图像的某些部分。

若要简化工作流程，您可以将图像设置存储为预置（存储设置集合），并一步将图像调整组合应用到一张或多张

照片。

共享照片

该向他人显示您的作品时，可以使用 Aperture 提供的许多选项来分发和共享照片：

 • 将照片发送到 Flickr 和 Facebook。

 • 用多媒体幻灯片显示来展示照片。

 • 创建优质的相册。

 • 打印高分辨率照片。

 • 以各种文件格式导出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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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直接从 Aperture 用电子邮件发送照片。

 • 将网络画廊和 Web 日记中的照片发布为 HTML 页面，然后您可以将 HTML 页面上传到 Web 服务器。

 • 使用“我的照片流”可让照片出现在您的所有设备上，包括 iOS 设备、Mac 电脑、PC 和 Apple TV，而使
用“iCloud 照片共享”还可以与具有 iCloud 帐户的朋友和家人共享照片。

备份您的作品

在您从相机导入照片并抹掉存储卡以准备下次拍摄后，Aperture 会在硬盘上储存每张照片的单个副本。请注
意备份这些照片从而保护您的文件不丢失。您可以设定 Aperture 以将受管图像（Aperture 资料库中储存的
图像）及其所有关联信息（如关键词和图像调整设置）备份到硬盘驱动器上的保管库。您也可以设定 Aperture 
以在导入期间自动备份照片。

Aperture 界面概述
以下是 Aperture 窗口的主要区域：

工具栏： 执行常规任务和
选择工作空间视图。

检查器： 访问资料库、

查看照片信息和

调整照片。 

浏览器： 查看“资料库”
检查器中选定的项目中的

照片的缩略图。

检视器： 查看浏览器
中选定的一张照片或

多张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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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资料库”检查器来整理照片

您导入的所有照片在“资料库”检查器中都是可用的，而“资料库”检查器是 Aperture 主窗口左侧的“检查
器”面板上三个检查器中的一个。“资料库”检查器存放可以用于整理照片的容器，包括项目、文件夹和相簿。

相簿

文件夹

项目

“资料库”检查器还提供各种查看资料库中的项目的方法。例如，您可以选择“资料库”检查器顶部的 
“项目”以查看按项目整理的照片，或者选择“地点”以查看资料库中所有照片的位置。有关更多信息， 
请参阅第 48 页“资料库”检查器概述。

在“资料库”检查器中选择文件夹、项目或相簿时，图像会显示在右侧的浏览器和检视器中。

在浏览器和检视器中显示照片

您可以排列浏览器和检视器以适合您的工作方式，单独显示浏览器或检视器，或者同时显示浏览器和检视器。

若要更改主窗口布局，请点按工具栏右侧的布局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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浏览器布局显示缩略图网格。

浏览器布局： 浏览器将填充
工作空间并显示缩略图图像

的网格。

布局按钮： 点按某个
按钮以选择某个主窗

口布局。 

当您连按浏览器中的一个缩略图（或者点按工具栏中的“检视器”按钮）时，Aperture 会切换到检视器布局，以
更大的格式来显示所选照片。您可以使用检视器检查完整大小的照片，以及并排比较多张照片。

检视器布局： 检视器将
填充工作空间并显示所

选照片。

工具条： 使用这些
工具来调整和处理

照片。

您可以使用检视器下方工具条中的工具来调整和操控照片。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204 页使用工具条中的调
整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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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同时显示检视器和浏览器，请点按工具栏右侧的“拆分视图”按钮。

拆分视图布局： 检视器和浏览器会一起
显示。

有关更改 Aperture 窗口配置的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425 页更改主窗口布局。

在全屏幕视图中显示照片

您也可以在全屏幕视图中查看照片，将照片大幅放大投影到实体背景，以进行详细调整和比较。全屏幕视图提

供不同的显示布局，可让您查看所选照片的大开本、查看缩略图或者按项目查看照片。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第 155 页全屏幕视图概述。

显示与照片关联的元数据

为了在处理时帮助识别照片，可以将 Aperture 设定为显示与检视器中的照片关联的元数据。您可以显示关键
词、评价、EXIF 信息、IPTC 信息等。您可以指定信息是显示在照片下方还是跨照片下方部分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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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最多还可以指定两个在检视器中随照片显示的信息视图（基本或扩展视图）。例如，一个视图可能配置为仅显

示评价，而另一个视图显示与照片关联的所有 IPTC 信息。然后，您可以在两个视图之间切换，以更改随照片显
示的信息。

说明和关键词显示

在此处。

有关在检视器中使用元数据视图的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183 页元数据叠层概述。

Aperture 基本组件

基本组件概述
Aperture 使用照片管理系统中使用以下基本组件：

 • 原件：从数码相机、存储卡、电脑或外部储存介质直接导入的原始图像、视频和音频文件。

 • 版本：从原件派生且用于显示照片的文件，其中包含您所作的任何更改，包括图像调整或元数据更改。 

 • 项目：Aperture 中用于整理照片的基本容器。项目可以存放版本、文件夹和相簿。

 • 相簿：存放版本的容器。您可以创建相簿来整理项目内外的照片。

 • 文件夹：用于整理项目和相簿的容器。

 • 资料库：Aperture 数据库，用以记录和跟踪原始图像、视频和音频文件以及这些文件的对应版本。您还可以
在不同位置创建多个 Aperture 资料库文件。资料库将跟踪有关创建用于整理媒体的项目、文件夹和相簿的
所有信息。 

 • 受管图像和引用图像：储存在 Aperture 资料库中的原件称为受管图像，因为 Aperture 管理图像文件在其
数据库中的位置。受管图像文件在物理上位于 Aperture 资料库文件中。您还可以将照片导入到 Aperture，
而不将原始图像文件储存在资料库中。未储存在资料库中的图像文件称为引用图像。Aperture 将引用图像
文件链接到其在硬盘上的当前位置，而未将其放在 Aperture 资料库文件中。 

 • Aperture 废纸篓：用以保存您在 Aperture 中删除的项目的容器。您可以从未被清空的 Aperture 废纸篓
中取回项目。

 • 保管库：存放资料库及其所有照片和信息的备份的容器。 

下面几个部分将介绍每个元素以及如何在 Aperture 中使用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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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原件？
原件是从数码相机、存储卡、电脑、CD、DVD 或储存设备（如外置硬盘驱动器）导入到 Aperture 中的原始数
码 RAW、GIF、JPEG、TIFF、DNG、PNG、音频或视频文件。Aperture 绝不会更改原件，因此您总是具有可处
理的原件。 

【重要事项】原件（特别是 RAW 文件）通常都相当大。包含数千个原件的项目需要高容量的硬盘。

有关导入原件的信息，请参阅第 26 页导入照片概述。

什么是版本？
将原件导入到硬盘后，即可检查和调整图像。例如，您可以更改图像的曝光、对比度和饱和度，或将信息添加到

图像，如摄影师的姓名、项目和位置。为了处理照片，Aperture 创建每个原件的版本，其中包括您的调整和嵌
入式信息，而原件保持不变。版本是指链接到硬盘的原件，但不是原件本身。版本仅储存缩略图图像、调整和嵌

入式信息。在准备好打印或导出前，不会创建完整图像文件，从而节省宝贵的硬盘储存空间。

在许多情况下，工作流程可能调用同一照片的不同渲染。例如，客户可能要求同一大头照的彩色版本和黑白版

本。您可以在 Aperture 中创建同一张照片的多个版本。

版本

来自

原件 1

原件

版本

来自

原件 2

原件

版本

来自

原件 3

原件

1A

1B

1C

1D

Aperture
资料库文件

“图片”
文件夹

电脑
3A

3C

3B

1

2

3

2A

2B

创建版本时，Aperture 将读取磁盘上的原始图像文件，并将其显示在屏幕上。调整图像或将信息添加到图像
时，Aperture 会显示包含更改的版本，但原始图像文件从不会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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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项目？
项目类似于 iPhoto 中的事件，您可以使用项目来整理原件和版本。将照片导入到 Aperture 时，就将照片指
定给项目。只要磁盘空间允许，您就可以根据需要创建任意多的项目。例如，您可以为每张照片创建新项目。或

者，如果同一主体拍摄了多张照片，可以创建包含所有照片的项目。

项目打开，显示其内容

您可以同时打开多个项目，每个项目在“资料库”检查器中均采用自己的图标表示。

什么是相簿？
相簿是 Aperture 资料库中用于对照片版本进行分组的容器。您可以在资料库级别或项目内创建相簿。 

您可使用在资料库级别创建的相簿整理多个项目中的版本。例如，可以创建相簿来统一多个项目中的个人收藏

照片（或精选）。接着，可以将此精选集合发布到网站或导出相簿的内容，供潜在客户检查。

您还可以在项目内创建相簿，以帮助将照片整理到相关群组中。例如，您可以按以下方式整理项目中的照片：

 • 场合：根据特殊场合将项目分为一系列相簿。例如，可以将婚礼项目划分为筹备、婚礼和婚宴等相簿，或将足

球赛项目按每场比赛划分相簿。

 • 日：将跨多天的项目分为各天的相簿。例如，包含日本两周游的项目可以分为对应每天的 14 个单个相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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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主题：将包含多个摄影主题的项目分为专用于每个主题的单个相簿。例如，工作室摄影师可采用三种模式拍

摄单个项目。摄影师可以针对每个模式创建一个相簿。或者，您可创建相簿来存放特定照片类型，如偷拍或

特写镜头。

在一个项目中创建的三个相簿

您还可以将其他项目中的版本放入位于项目内的相簿中。

除了您将照片拖移到的标准相簿之外，还可以创建智能相簿，其内容受您指定的条件控制。更改智能相簿的搜

索条件时，智能相簿的内容将自动更改。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141 页使用智能相簿对照片进行分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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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文件夹？
在 Aperture 中，使用文件夹整理项目和相簿。例如，可以将照片导入到项目，然后根据照片类型或位置将项目
放在文件夹中。如果针对同一客户拍摄了多个项目，则可以创建文件夹来存放客户项目。

这些文件夹根据类型来整理项目。

文件夹仅包含相簿、项目和其他文件夹。它们不包含原件或版本。

什么是资料库？
Aperture 资料库将跟踪每个项目、相簿、文件夹、原件和版本，而不管照片、视频文件和音频文件是储存在 
Aperture 资料库文件中还是其他硬盘位置中。首次打开 Aperture 时，Aperture 将自动在“图片”文件夹中
创建资料库文件。您可以将媒体导入到资料库，或者让 Aperture 访问其他位置中的文件。将原件备份到外置硬
盘上的保管库时，Aperture 资料库也将跟踪这些操作。有关备份资料库的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66 页计划备份
系统

在 Aperture 中，您可以执行以下操作：

 • 处理多个资料库：您可以根据需要使用任意多的资料库，包括 iPhoto 资料库，并在其间切换，而无需退出和
重新打开 Aperture。如果工作流程调用多个唯一资料库，则可以快速在其间切换。您还可以在导入到当前
打开的资料库之前，检查资料库的内容。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54 页创建新的资料库和第 55 页查看其他
资料库。

 • 合并资料库：您还可以传输其他运行 Aperture 的系统中的资料库并将其与本地 Aperture 系统中的资料库
合并。传输项目时，将保持版本及其原始照片之间的链接。如果在现场或远离工作室时使用便携式电脑，且工

作站位于工作室，这将尤其有用。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56 页合并资料库。

 • 将资料库移到另一个位置：资料库文件变得很大且需要的磁盘空间大于其当前位置的可用空间时，可以将

其移到储存容量更大的硬盘。若要更改资料库的位置，请将资料库文件移到新位置，然后连按它以将其在 
Aperture 中打开。使用“偏好设置”窗口指定资料库的位置。有关在 Aperture 中处理多个资料库文件的信
息，请参阅第 428 页通用偏好设置 和 第 55 页查看其他资料库。

【提示】若要最大限度提高性能，请将资料库文件放在内部硬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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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受管图像和引用图像？
Aperture 让您可以选取在磁盘上整理照片的方式。您可以将照片储存在 Aperture 资料库中，也可以导入照
片，方法是仅将图像文件链接到其当前位置，而不将其放在资料库中。 

原件储存在 Aperture 资料库中的图像称为受管图像。受管图像总是可访问，且可轻松备份到保管库，而这只
是其中的两个优点。

原件未放在资料库中的已导入照片称为引用图像。使用引用图像向摄影工作流程提供了众多重要优点。例

如，可以将现有照片的作品集锦纳入 Aperture，而不更改文件的当前位置。通过引用导入图像不会导致复制 
Aperture 资料库中的图像文件，从而节省了硬盘空间。您还可以根据需要连接和断开存放引用图像的原件的
硬盘。这让您可以根据脱机保留较少使用的照片的原件，或使特定类型的照片可供编辑或调整。使用引用图像

让您可以构建灵活的图像管理系统，并按您的工作方式自定。

可以在导入时指定照片将是受管图像还是引用图像。导入照片时，您可以执行以下操作：

 • 指定原件将储存在 Aperture 资料库中。

 • 将照片导入为引用图像，以便其原件保留在当前位置。

 • 将图像文件移到或拷贝到新位置。例如，可决定将某个引用图像文件群组（如 2011 年照片）放在一个硬盘位
置，并将另一个群组（如 2012 年照片）放在不同的硬盘位置。

您可以处理引用图像，包括创建版本、进行调整、裁剪和添加元数据，如同处理受管图像一样。根据引用图像

创建的版本版本储存在资料库中。为了调整引用图像的版本，引用图像的原件必须在硬盘或其他储存设备上提

供。例如，删除 Finder 中引用图像的原件时，Aperture 将不再可访问原件，且不再允许您更改版本或创建新
版本。

为了帮助您标识引用图像，Aperture 使用您可以显示或隐藏的标记叠层进行标记。引用图像的原件丢失或脱
机时，其标记将更改为显示图像不可访问。例如，断开存放许多引用图像的原件的硬盘时，Aperture 自动将浏
览器和检视器中的引用图像标记为脱机。如果后面重新连接硬盘或其他储存设备，Aperture 将自动访问原件，
且您可以再次处理和更改版本。

您还可以重新放置原件，即将其移出资料库或将引用原件移到不同的硬盘位置。如果需要，您还可以将引用原

件移到 Aperture 资料库中，方法是选取“文件”菜单中的“统一原件”命令。

您可以根据是受管图像、引用图像还是联机或脱机图像搜索照片。Aperture 还提供强大的文件管理工具，让您
可以快速确定哪些图像脱机，并轻松重新连接移到不同宗卷的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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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 Aperture 废纸篓？
在 Aperture 中删除的所有项目都将放在“资料库”检查器的 Aperture 废纸篓中，包括项目、相簿、文件夹、
版本和原件。在清倒之前，您可以从 Aperture 废纸篓取回任何项目。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53 页使用 
Aperture 废纸篓。

什么是保管库？
若要确保拥有照片的备份副本，请创建保管库来存放备份文件。保管库是存放资料库的确切副本的容器。这包

括项目、原件和创建的任何版本。您可以轻松创建和更新保管库来备份资料库。最好在多个外部硬盘驱动器上

创建多个保管库，以保护资料库的副本。 

您可以根据需要拥有任意多的保管库。如果在不同位置工作，则创建多个保管库将很有用；您可以总是可以在

现场保留一个保管库，而在异地保留另一个保管库。资料库将跟踪所有保管库和备份文件，因此即使断开包含

保管库的外部硬盘驱动器，您下次重新连接驱动器并更新保管库时，Aperture 也可访问它。

受管图像的所有原件和版本都将备份，且与受管图像相关的所有元数据、预览和调整信息也将备份。与引用原件

相关的版本、预览、元数据和调整信息也备份在保管库中。引用原件不随资料库备份在保管库中。

【重要事项】由于引用图像的原件储存在资料库外部，因此必须单独管理其备份和归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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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打开 Aperture
如果您具有 iPhoto 图库，则首次打开 Aperture 时出现的“欢迎使用 Aperture”屏幕会呈现两个选项： 

 • 更新和开始使用现有的 iPhoto 图库。

 • 从头开始新建空的 Aperture 资料库并开始导入照片。

【重要事项】Aperture 只能打开已升级到 iPhoto 9.3 或更高版本的 iPhoto 图库。若要升级 iPhoto 图库，
请在 iPhoto 9.3 或更高版本中打开 iPhoto 图库。

首次打开 Aperture
 1 在 Finder 的“应用程序”文件夹中，连按 Aperture 图标。

“欢迎使用 Aperture”屏幕会出现。

 2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若要更新 iPhoto 图库并开始在 Aperture 中处理 iPhoto 图库：点按“更新 iPhoto”按钮。

将 iPhoto 更新到最新版本后，请打开 iPhoto 图库以便它也升级到最新版本。完成升级后，关闭 iPhoto 
并打开 Aperture。iPhoto 图库的内容会显示在 Aperture 的“资料库”检查器中。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第 48 页“资料库”检查器概述。

 • 若要打开新的空 Aperture 资料库：点按“新建”按钮。

Aperture 会打开新的空 Aperture 资料库，然后您可以立即开始导入照片。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第 26 页导入照片概述。

【提示】若要将 Aperture 设为使用 iPhoto 中您熟悉的那些快捷键，请选取“Aperture”>“命令”> 
“iPhoto”，然后选取语言。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438 页自定键盘快捷键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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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入照片概述
Aperture 提供了便于导入照片的工具和工作流程选项。您可以直接从数码相机或读卡器中导入照片，导入储存
在电脑硬盘或其他储存设备上的照片。您还可以导入音频和视频文件。

在 Aperture 中您可以打开、查看和处理 iPhoto 图库，方式与处理多个 Aperture 资料库文件一样。有关在 
Aperture 中打开 iPhoto 图库的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55 页查看其他资料库。

从数码相机或读卡器中导入时，Aperture 会将照片放在项目中。如果未选择现有项目，将自动创建新项目。

在 Aperture 导入照片、视频文件和音频文件时，将生成与每个原件对应的版本文件、预览和缩略图。

Aperture 资料库
（系统磁盘）

导入到 Aperture

相机

导入

备份

原件

版本
项目

保管库

（外置驱动器）

RAW
& JPEG

导入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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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直接从数码相机或读卡器以及硬盘驱动器导入原件。

“网格视图”
和“列表视图”按钮

“不导入
重复项”复选框

“检视器”按钮 “缩略图调整大小”滑块

连接数码相机或在“导入”面板中选择项目时，将显示“导入”浏览器。

您可使用“导入”浏览器中的选项指定照片的导入方式和导入位置。“导入”浏览器将显示可以使用“缩略图调整

大小”滑块放大或缩小的照片缩略图。您可以选择导入单张照片或一次导入所有照片。通过点按“列表视图”按

钮，还可以将“导入”浏览器设定为将照片显示为列表。在列表视图中，可以点按列标题或按类别进行照片排序。

如果您不确定是否应该导入特定照片，则可以点按“检视器”按钮，以检查照片的高分辨率版本。

导入照片时，Aperture 将自动检查以了解照片是否是以前导入的照片的重复项。Aperture 将检查原件的文件
名称，以确定照片是否是资料库中一张照片的重复项。选择“不导入重复项”复选框可防止 Aperture 导入重复
项。如果取消选择此复选框，则即使存在重复项，Aperture 也将导入所有照片，并使用不同名称创建每个重复
项的新原件。Aperture 绝不会覆盖或替换已导入的原件。

导入照片时，可以将 Aperture 设定为自动给其命名并记录相关信息。Aperture 可以使用自定命名约定指定文
件名称；记录说明、关键词、日期、版权和参与人员以及 IPTC 信息等元数据；以及将照片拍摄时间调整到正确
时区。如果照片具有 XMP sidecar 文件，Aperture 也会将其导入并将元数据添加到图像版本。您甚至可以将 
Aperture 设定为在导入照片时就备份照片。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66 页计划备份系统。

导入照片时，可以选取是将原件储存在 Aperture 资料库中还是资料库外的硬盘上，在硬盘上可将其作为引用
图像访问。有关引用图像的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23 页什么是受管图像和引用图像？。

【重要事项】当您在 iPhoto 中打开 Aperture 资料库时，导入到 Aperture 资料库中的音频文件、音频附件和 
PDF 是不可见的。若要查看和处理这些项目，请在 Aperture 中打开 Aperture 资料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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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导入到资料库的文件格式
Aperture 支持数码相机捕捉的大多数图像、音频和视频文件格式。可以导入到 Aperture 资料库的文件类型
和格式包括：

 • GIF

 • JPEG

 • JPEG2000

 • PDF

 • PNG

 • PSD（8 位和 16 位）

 • TIFF（8 位和 16 位）

 • BMP

 • DNG

 • 来自各种受支持的数码相机的 RAW 文件

 • AIF

 • WAV

 • MOV

 • AVCHD

【重要事项】Aperture 不支持以 60 帧/秒 (fps) 或 50 fps 录制的 1080p AVCHD 素材。

【注】有关受支持的数码相机列表，请访问 http://www.apple.com/cn/aperture/specs。  

制定导入策略
在将照片导入到 Aperture 之前，请计划照片的组织。最终，系统资料库可能会包含数千张照片，因此您想要整
理在灵活且易于管理的系统中。 

您可能已经具有最终想要导入到 Aperture 资料库的大型数码作品集锦。作为导入策略，最好是通过一系列步
骤尝试导入照片：

 • 如果您具有 iPhoto 图库，则可以直接在 Aperture 中打开 iPhoto 图库并处理图库内容。有关在 Aperture 
中打开 iPhoto 图库的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55 页查看其他资料库。

 • 尝试直接从数码相机或读卡器导入小型照片群组。了解导入功能，如自动文件命名和应用元数据预置。有关

从数码相机或读卡器导入的信息，请参阅第 29 页从相机、读卡器或设备中导入。

 • 计划您想要如何导入原有数码照片。由于您可能已将数千个图像文件储存在磁盘上，因此需要决定是将新导

入的照片储存在 Aperture 资料库中还是将其储存为引用图像，从而将其保留在当前硬盘位置。您还可以在
导入时，将图像文件移到不同的硬盘位置。此外，计划您需要存放照片的项目组织。有关导入文件的基本信

息，请参阅第 26 页导入照片概述。

 • 尝试用于将单个文件导入到系统的不同方法。您可以导入单个文件，导入储存在文件夹中的文件，以及将文件

或文件夹从 Finder 拖到 Aper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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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相机、读卡器或设备中导入
使用“导入”浏览器时，您可以从数码相机、读卡器或其他设备导入照片。您可以导入相机或储存设备上的所有照

片，或者导入所选照片。

【注】将相机直接连接到电脑时，确定打开相机并将其设定为传输照片的模式（PC、PTP、“正常”或其他模式，
具体取决于相机类型）。某些相机会在连接到电脑时自动选择正确的传输模式。有关具体说明，请参阅相机手

册。如果拥有读卡器，则首选是使用读卡器传输照片，而不是相机。使用读卡器将节省时间，且无需使用相机 
电池。

从相机或读卡器导入照片

 1 将相机或读卡器连接到电脑。

“导入”浏览器会出现，其中显示相机或卡上的照片。

【注】如果在连接相机或读卡器时打开 iPhoto，请退出 iPhoto。接着在 Aperture 中，选取“Aperture”> 
“偏好设置”并点按“导入”。从“连接相机时，打开”弹出式菜单中选取“Aperture”。断开并重新连接相机，以
让 Aperture 打开“导入”浏览器。

“导入”面板 “导入”浏览器

“导入所选”按钮

 2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如果要将照片导入到新的空项目：从“目的位置”弹出式菜单中选取“新项目”以创建新项目，然后在“项目名

称”栏中输入项目的名称。

“项目名称”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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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如果要将照片导入到现有项目：在“资料库”检查器中选择项目。

在“资料库”检查器
中选择的项目显

示在此处。

在“资料库”检查器中选择
的项目

所选项目将显示在“目的位置”弹出式菜单中。

 3 通过执行以下一项操作，选取原始图像文件的储存位置：

 • 若要将导入的原件储存在 Aperture 资料库中：从“储存文件”弹出式菜单中选取“在 Aperture 资料库中”。

 • 若要将导入的原件作为引用图像储存在硬盘上的“图片”文件夹中：从“储存文件”弹出式菜单中选取“图片”，

然后选取您是想要将图像文件移到还是拷贝到“图片”文件夹，方法是点按“移动文件”或“拷贝文件”按钮。 

 • 若要将导入的原件作为引用图像储存在“图片”文件夹之外的位置中：从“储存文件”弹出式菜单中选取“选

取”并选择文件夹。在显示的对话框中，选取导入的原件的储存位置，然后点按“打开”。从“子文件夹”弹出式

菜单中选取“项目名称”，以指定文件将储存在名称与项目相同的文件夹中。通过点按“移动文件”或“拷贝文

件”按钮，选取是想要将图像文件移到还是拷贝到新位置。

 4 若要添加附加导入设置的控制，请从“导入设置”弹出式菜单中选取选项。

有关“导入设置”的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34 页导入选项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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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取消全选”按钮

“全部选中”按钮

 • 若要从相机或读卡器中导入所有照片：点按“全部选中”按钮。

这将选择“导入”浏览器中所有照片的复选框。

 • 若要从相机或读卡器中导入照片子集：点按“取消全选”按钮来清除所有照片的复选框，然后选择要导入的

照片的复选框。

您还可以按住 Shift 键点按相邻照片和按住 Command 键点按非相邻照片，然后选择其中一张照片的复选
框。选择单个复选框将选择所有选定照片的复选框。

【注】如果要在导入前验证内容，则可以连按缩略图以查看较大版本的照片，具体取决于您的相机类型。再

次连按照片以返回缩略图视图。

 6 点按“导入所选”按钮。

导入过程开始，且项目名称旁边将显示指示器，显示导入进度。导入照片后，将显示一个对话框。

 7 点按“推出卡”、“抹掉导入项并推出卡”或“完成”。

【注】此对话框提供的选项取决于相机连接时的可用方式。部分相机作为海量储存设备连接。从这些相机导入

时，将显示“抹掉”和“推出”选项。其他相机只是作为相机连接，因此在完成导入后，将看不到“抹掉”或“推

出”。在这种情况下，可以直接在相机中抹掉照片。

照片显示在浏览器中时，即可开始处理照片。在载入过程完成前，照片可能会临时显示为灰色框。

从储存设备导入文件

您可以导入储存在电脑和其他储存设备上的图像、音频和视频文件。您可以选择将导入的文件储存在 Aperture 
资料库中，或者将文件导入为引用图像、音频和视频文件，然后将它们移动或拷贝到其他位置。 

【注】如果要导入照片文件夹，则可以使用“文件”菜单中的“将文件夹导入为项目”命令导入。有关更多信息，

请参阅第 42 页从 Finder 导入文件的文件夹。  

您可以采用许多常用图像格式导入图像文件，包括从非数码来源（如胶片和摄影打印件）扫描的图像。您还可以

导入任何 QuickTime 兼容音频或视频文件。将这些文件添加到 Aperture 数据库与使用“导入”浏览器浏览到
硬盘上的相应文件夹一样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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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点按工具栏中的“导入”按钮（或按下 Command-I 键）。

“导入”浏览器会出现。

 2 选择电脑。

选择要导入的照片所在的

源位置。

 3 在浏览器底部，浏览到包含您想要导入的文件的文件夹。

您的电脑、连接的服务器和连接的储存设备将列在左列中。

【提示】若要快速选择桌面，请按下 Command-D 键。

选择要导入的照片

文件夹。

选择包含要导入的文件的文件夹时，缩略图将显示在“导入”浏览器中，用于表示文件夹中的图像、音频和视频

文件。

 4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如果要将文件导入到新的空项目：从“目的位置”弹出式菜单中选取“新项目”以创建新项目，然后在“项目名

称”栏中输入项目的名称。

“项目名称”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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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如果要将文件导入到现有项目：在“资料库”检查器中选择项目。

在“资料库”检查器
中选择的项目显

示在此处。

在“资料库”检查器中选择
的项目

所选项目将显示在“目的位置”弹出式菜单中。

 5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取消全选”按钮

“全部选中”按钮

 • 若要导入所选文件夹中的所有文件：点按“全部选中”按钮。

这将选择“导入”浏览器中所有文件的复选框。

 • 若要从所选文件夹中导入文件子集：点按“取消全选”按钮来清除所有照片的复选框，然后选择要导入的照

片的复选框。

【注】如果要在导入前验证内容，则可以连按缩略图以查看较大版本的照片，具体取决于您的相机类型。再

次连按照片以返回缩略图视图。

 6 通过执行以下一项操作，选取导入文件的位置：

 • 若要将导入的原件储存在 Aperture 资料库中：从“储存文件”弹出式菜单中选取“在 Aperture 资料库中”。

 • 若要将导入的原件作为引用图像文件、音频文件或视频文件储存在其当前位置：从“储存文件”弹出式菜单中

选取“在其当前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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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若要将导入的原件作为引用图像文件、音频文件或视频文件储存在硬盘上的“图片”文件夹中：从“储存文

件”弹出式菜单中选取“图片”，然后选取您是想要将文件移到还是拷贝到“图片”文件夹，方法是点按“移动

文件”或“拷贝文件”按钮。 

 • 若要将导入的原件作为引用图像文件、音频文件或视频文件储存在“图片”文件夹之外的位置中：从“储存文

件”弹出式菜单中选取“选取”并选择文件夹。在显示的对话框中，选取导入的原件的储存位置，然后点按 
“打开”。从“子文件夹”弹出式菜单中选取“项目名称”，以指定文件将储存在名称与项目相同的文件夹中。

通过点按“移动文件”或“拷贝文件”按钮，选取是想要将图像文件移到还是拷贝到新位置。

 7 若要添加附加导入设置的控制，请从“导入设置”弹出式菜单中选取选项。

有关“导入设置”的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34 页导入选项概述。

 8 点按“导入”浏览器右下角的“导入所选”按钮。

导入过程开始，且项目名称旁边将显示指示器，显示导入进度。导入过程完成后，将显示一个对话框。

【提示】如果要立即导入附加图像、音频或视频文件，请按住 Option 键点按“导入所选”按钮。“导入”浏览器
将保持打开状态，因此您可以立即开始导入附加项。

文件显示在浏览器中时，即可开始处理文件。

【重要事项】您可以在 Aperture 中导入和导出 XMP sidecar 文件。但是，Aperture 仅显示遵循 XMP 1.0 规
格的元数据。第三方应用程序创建的评价、标签值和自定元数据不受支持。

快速从 Finder 导入文件
您可以将图像、视频和音频文件从 Finder 或桌面直接拖到“资料库”检查器、检视器和浏览器。如果从相机之
外的来源接收图像文件并想要在 Aperture 中使用它们，这将很有用。如果图像、音频和视频文件散布在桌面
或电脑上的文件夹中，且您想要将其统一到资料库中的一个位置，则也可以使用此技术。

 1 在“资料库”检查器中选择一个要向其中导入照片的项，如项目或相簿。

 2 在 Finder 中查找图像、音频或视频文件。

 3 将文件拖到“资料库”检查器中的所选项目或浏览器或检视器中的任意位置。

导入过程开始，且项目名称旁边将显示指示器，显示导入进度。

添加导入选项

导入选项概述
您可以使用导入选项进行以下操作：

 • 将导入的照片储存在 Aperture 资料库中，或在硬盘上选择不同位置并将照片作为引用图像导入

 • 导入照片后，让 Aperture 自动删除存储卡上的图像文件

 • 让 Aperture 自动根据拍摄之间的时间长度将照片拆分为多个项目

 • 让 Aperture 自动在导入时备份照片

 • 将“导入”浏览器中的照片显示为缩略图网格或可以进行排序的列表

 • 应用命名约定以标准化资料库中图像文件的名称

 • 将元数据应用到图像文件，如关键词、说明、版权信息和摄影师的姓名。导入图像时，您还可以保留或替换与

照片相关的现有元数据。

 • 调整在不同时区拍摄的照片的拍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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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导入”浏览器中，您可以添加导入选项以改善将文件放入 Aperture 的方式。通过从“导入设置”弹出式菜单
中选取选项，可添加附加导入设置的控制。修改导入设置后，可以通过取消选择“导入设置”弹出式菜单中的选

项，从视图中移除此类设置。

“文件信息”选项

查看文件信息
默认情况下，有关您即将导入到 Aperture 的照片的基本文件信息不会显示在“导入”浏览器中。但是，您可以将 
Aperture 设定为显示此类信息。

显示有关显示在“导入”浏览器中的文件的基本文件信息

 m 在“导入”浏览器中，从“导入设置”弹出式菜单中选取“文件信息”。

有关所选文件的基本元数据将显示在“导入”浏览器中的 Aperture 资料库控制上方。

【注】如果所选内容是影片或音频文件，也将显示时间长度。选择带附件（如音频注解）的照片时，将显示该附

件的时间长度。

自动给导入的照片命名
相机指定给照片的文件名称通常难以识别。导入照片时，可以让 Aperture 使用相机指定的原始名称，或使
用您选取或创建的文件命名约定。例如，您可以使用包括指定的名称以及日期、时间和索引编号的名称格

式。Aperture 提供了众多预置名称格式，且您也可以创建自己的命名约定，以满足您拍摄的各种照片的要求。

导入和导出图像文件时，可将名称应用到图像文件。您可以指定要应用到版本和原件的名称。例如，从相机导入

照片时，可以指定将名称格式应用到 Aperture 创建的每个图像版本。您还可以指定 Aperture 将名称应用到
储存在资料库中或硬盘上的原件。

将原件作为引用图像导入时，如果将其保留在原始位置，则不能给原件重新命名。但是，将原件作为引用图像导

入并将其移到新硬盘位置时，可以在那时给其重新命名。

【注】如果在导入时备份文件，则也将给拷贝的文件重新命名。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41 页导入时自动备份
文件。

文件命名正确是媒体和项目管理的最关键方面之一。捕捉原件时，请考虑文件未来的可能使用方式和使用

位置。给文件命名将以简单且一致的方式简化以下事项：在多个摄影师之间共享媒体，将项目传输到其他 
Aperture 系统，跨网络移动文件，以及正确恢复归档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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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保守的文件命名约定将提供最大程度的跨平台兼容性。这意味着，您的文件名称将适合各种操作系统，如 
OS X 和其他基于 UNIX 的操作系统和 Windows。通过互联网传输文件时，也需要考虑文件命名，因为这种情
况下您永远不知道会将文件储存在什么样的电脑平台（即使是临时储存）。

避免 字符示例 原因

文件分隔符 /（正斜杠）

\（反斜杠）

部分应用程序可能会相应地禁止文件名

带有斜杠（OS X 和 DOS (Windows) 
的目录分隔符）。

本地字母表中不包括的特殊字符 ¢™ 在导出到其他应用程序时，这些字符可

能不受支持或可能难以处理。

标点符号、圆括号、问号、方括号和运

算符

., [ ] { } ( ) !; “ ` * ?< > | 这些字符通常用于脚本编写和编程语

言。 

空白字符，如空格、制表符、换行符和回

车符（后面两个不常见）

在不同的编程语言和操作系统中，空白

的处理有所不同。最保守的文件名称会

避免全都使用空白字符和使用下划线 
(_) 字符。

导入过程中自动命名文件

 1 在“导入”浏览器中，从“导入设置”弹出式菜单中选取“给文件重新命名”。

“给文件重新命名”控制将显示在“导入”浏览器中。

 2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若要在导入时将预置名称格式应用到文件：从“版本名称”弹出式菜单中选取预置名称格式。

 • 若要使用现有文件名称：从“版本名称”弹出式菜单中选取“无”。

 • 若要创建新名称格式：从“版本名称”弹出式菜单中选取“编辑”，然后在“文件命名”对话框中创建自定名称

格式。

 3 如果选取带自定名称的名称格式，则“名称文本”栏将显示在“版本名称”弹出式菜单的下方。在“名称文本”栏
中输入照片的名称。

 4 如果要更改磁盘上的原件的文件名称，以符合版本名称，请选择“给原始文件重新命名”复选框。 

默认情况下，Aperture 将在“版本名称”弹出式菜单中提供以下预置名称格式。

预置名称格式 示例

带索引的自定名称 泰国 1、泰国 2 等

带索引的自定名称（无空格） 泰国1、泰国2 等

版本名称 IMG001

版本名称和日期/时间 IMG001 - 2008-10-14 09.03.25 PM

带序列的版本名称 IMG001 (1/2)、IMG002 (2/2) 等

带索引的版本名称 IMG001 1、IMG002 2 等

图像存储日期/时间 2008-10-14 09.03.25 PM

带计数器的自定名称 泰国 001、泰国 002 等

67% resize factor



 第 2 章：导入照片 37

创建自定名称格式

除了预置名称格式之外，您还可以创建自定名称格式。若要创建名称格式，请在“文件命名”对话框中选择您想

要的名称元素。 

 1 在“导入”浏览器中，从“导入设置”弹出式菜单中选取“给文件重新命名”，然后从“版本名称”弹出式菜单中选
取“编辑”。

“文件命名”对话框会出现。

 2 点按添加按钮 (+) 以创建新名称格式，或选择要更改的预置名称格式。

 3 按您想要的顺序将您想要的名称元素拖到“格式”栏中。您还可以在名称元素之间添加有效字符或空格。 

 4 在“自定名称”栏中输入自定名称（如果需要）。

 5 点按“好”。

新名称格式现在将显示在“版本名称”弹出式菜单中。

还原名称格式中的计数器起始编号

在名称格式中使用计数器时，可以指定显示在计数器中的起始编号和位数（从 1 到 6）。在预置名称格式中使用
计数器时，确定还原初始起始编号（如果需要）。否则，在下次导出时，Aperture 将继续从上次导出的最后一个
编号开始对导入的文件进行编号。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m 在“文件命名”对话框中，在“增量计数开始于”栏中键入“0”（零）。

 m 在“文件命名”对话框中，选择要将计数器还原为零的预置，然后点按“还原预置”按钮。

导入时调整时区数据
旅行时，很容易就会忘记将相机时钟更新为符合本地时区。如果未将相机时间同步到新位置，Aperture 将让您
可在导入时按整小时校正指定给图像文件的时间。

导入过程中调整时区数据

 1 在“导入”浏览器中，从“导入设置”弹出式菜单中选取“时区”。

时区控制将显示在“导入”浏览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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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从“相机时间”弹出式菜单中选取符合相机时间设置的时区。

 3 从“实际时间”弹出式菜单中选取拍摄位置的时区。

Aperture 将根据“时区”设置更新图像文件的捕捉时间。

导入照片后，通过选取“元数据”>“调整日期和时间”，可以调整创建的任何版本的日期和时间。有关更多信息，
请参阅第 197 页调整照片日期和时间。

导入时添加元数据
您可以在导入到 Aperture 时将元数据添加到照片。在导入过程中添加元数据有助于跟踪照片，并使用“智能
设置”HUD 和“过滤器”HUD 快速查找它们。例如，您可以将 IPTC 关键词和其他元数据添加到照片。

在导入期间将元数据添加到照片

 1 在“导入”浏览器中，从“导入设置”弹出式菜单中选取“元数据预置”。

元数据预置控制将显示在“导入”浏览器中。

 2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若要显示元数据预置的元数据栏：从“元数据”弹出式菜单中选取元数据预置。

 • 如果您不想在导入期间修改文件的元数据：从“元数据”弹出式菜单中选取“无”。

 • 若要创建新元数据预置：从“元数据”弹出式菜单中选取“编辑”，然后使用“元数据”对话框创建新的元数据

预置。

 3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若要将元数据添加到照片并保留任何相关元数据：点按“追加”。

 • 若要添加元数据并覆盖任何关联元数据：点按“替换”。

选取元数据预置时，Aperture 将显示该预置的元数据栏和元数据列表。您可以使用“信息”检查器编辑元数据
预置，以储存任何您想要经常应用到照片的元数据。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191 页创建元数据预置。

导入时应用效果
可以在导入照片时，将图像效果和基本图像调整（如曝光调整）应用到照片。通过从“效果”弹出式菜单中选 
取一种效果预置来应用效果和图像调整。效果预置将均匀地应用到导入的每张照片，直到被关闭。

您可以编辑要频繁地应用到照片的效果预置。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297 页创建和应用效果。

在导入期间将效果应用到照片

 1 在“导入”浏览器中，从“导入设置”弹出式菜单中选取“效果预置”。

效果预置控制将显示在“导入”浏览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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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从“效果预置”弹出式菜单中选取要应用到导入的照片的效果预置选项。

导入期间关闭效果

 m 在效果预置控制区域中，从“效果”弹出式菜单中选取“无”。

导入时按类型过滤文件
某些数码相机让您可以将音频附件添加到照片。例如，某些相机让您可以在拍摄后录制照片的音频注解。相机

会将音频文件附加到图像文件，以便可以在下载照片时检查音频。连接数码相机或读卡器或指向电脑上包含照

片的文件夹时，Aperture 将识别任何具有音频附件的照片。您还可以导入独立的 QuickTime 兼容音频和视频
文件。

导入期间按类型过滤文件

 1 在“导入”浏览器中，从“导入设置”弹出式菜单中选取“文件类型”。

文件类型控制将显示在“导入”浏览器中。

 2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若要排除图像文件，以仅保留可供导入的音频和视频文件：选择“排除照片”复选框。

 • 若要在导入期间排除视频文件：选择“排除视频”复选框。

 • 若要在导入期间排除音频文件：选择“排除音频文件”复选框。

 • 若要排除附加到照片的所有音频文件：选择“排除音频附件”复选框。

 • 若要仅包括使用相机标上旗标或锁定的文件：选择“仅包含相机中的有旗标文件/已锁定的文件”复选框。

所有符合所选条件的照片都将显示在“导入”浏览器中。若要重新显示所有照片，请取消选择上述复选框。 

【重要事项】音频文件的名称符合图像文件的名称时，音频文件将作为附件导入到 Aperture。例如，导入“file.
nef”和“file.wav”时，Aperture 将导入附加到 .nef 原始图像文件的 .wav 文件。在所有类型的导入期间，都
将自动附加音频文件：从连接的相机或读卡器，从内部和外部硬盘驱动器，以及通过拖移。如果音频文件名称

与图像文件名称不同，则即使直接从相机或读卡器导入，也不会将其附加到照片。但是，一种情况例外：某些 
Canon 相机（包括 G9 和 G10）会在音频文件名称前面添加“SND”前缀，并在图像文件名称前面添加“IMG”
前缀；这些音频文件将作为附件导入。

导入 RAW + JPEG 图像对
许多数码相机具有在拍摄时创建每张照片的 RAW 文件和 JPEG 文件的设置。许多摄影师使用 RAW + JPEG 
工作流程快捷地发布 JPEG 图像，同时存储 RAW 文件供高分辨率打印。Aperture 提供多个可用于导入  
RAW + JPEG 图像对的选项。 

【注】RAW + JPEG 对导入设置在两个导入会话之间保持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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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入期间过滤 RAW + JPEG 对
 1 在“导入”浏览器中，从“导入设置”弹出式菜单中选取“RAW + JPEG 对”。

RAW + JPEG 对控制将显示在“导入”浏览器中。

 2 从“导入”弹出式菜单中选取一个选项：

 • 若要同时导入 RAW 和 JPEG 图像文件并将每个对中的 JPEG 文件设定为原件：选取“两者 
（JPEG 作为原件）”。

 • 若要同时导入 RAW 和 JPEG 图像文件并将每个对中的 RAW 文件设定为原件：选取“两者 
（RAW 作为原件）”。

 • 若要将 RAW 和 JPEG 图像文件导入为单独原件：选取“两者（单独的原件）”。

 • 若要仅导入 JPEG 文件：选取“仅 JPEG 文件”。

 • 若要仅导入 RAW 文件：选取“仅 RAW 文件”。

导入符合 Aperture 资料库中已有的 JPEG 文件的 RAW 文件
如果您仅导入 JPEG 图像文件，则可以返回并稍后导入相应的 RAW 文件。

 1 从“导入”弹出式菜单中选取“匹配的 RAW 文件”。

“包括”弹出式菜单将显示在“导入”弹出式菜单的下方。 

 2 从“包括”弹出式菜单中选取一个选项：

 • 若要导入所有匹配的 RAW 文件而不考虑评价：选取“所有匹配的文件”。

 • 若要导入符合 JPEG 文件且未评价或更好的所有 RAW 文件：选取“未评分或更好”。

 • 若要导入符合当前评价的所有 RAW 文件：选取“当前过滤器”。

有关给照片评分的信息，请参阅第 89 页给照片评分概述。

导入时使用 AppleScript 操作
Aperture 社区在线提供了许多 AppleScript 操作来自动执行 Aperture 中的重复性任务。此外，您还可以创
建自己的 AppleScript 操作来帮助自动执行您的工作流程。导入操作完成后，可以立即使用 Aperture 中的 
AppleScript 操作。

有关将 AppleScript 操作和 Aperture 配合使用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http://www.apple.com/cn/aperture/resources。

【重要事项】所有脚本都必须使用导入事件处理程序： on importActionForVersions(input)。  

导入后使用 AppleScript 操作
 1 从“导入设置”弹出式菜单中选取“操作”。

操作控制将显示在“导入”浏览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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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如果未选择 AppleScript 操作，请点按“选取”按钮，然后从显示的对话框中查找脚本。

所选 AppleScript 操作将显示在“AppleScript”栏中，并设定为导入操作一完成就开始。

【注】AppleScript 操作仅应用到当前导入操作。

阻止 AppleScript 操作在导入后自动启动
 m 点按“清除”按钮。

导入时自动备份文件
从拍摄时开始就创建照片副本对于保留您的工作至关重要。在 Aperture 中，您可以使用“备份文件”导入选项
在导入时备份原始文件。导入时备份图像、视频和音频文件可确保：如果电脑系统发生灾难性事故，则会将原始

文件的副本安全储存到其他位置。如果在导入期间备份文件，Aperture 将制作每个文件的副本，并将拷贝的文
件放在指定位置。

导入期间备份原始文件

 1 在“导入”浏览器中，从“导入设置”弹出式菜单中选取“备份位置”。

备份位置控制将显示在“导入”浏览器中。

 2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若要将文件备份到“文稿”文件夹：从“备份到”弹出式菜单中选取“文稿”。

 • 若要将文件备份到新位置：从“备份到”弹出式菜单中选取“选取”，然后从显示的对话框中选择位置。

【注】最好将原始文件备份到您电脑之外的位置。这是确保电脑发生灾难事故时原始文件安全的唯一方式。 

导入期间关闭自动备份

 m 从“备份到”弹出式菜单中选取“无”。

还原导入选项
在“导入”浏览器中设定的导入设置将在导入会话之间保持有效，而不管是否显示。但是，您可以快速将导入设

置还原为默认值。

将所有导入设置还原为默认值

 m 在“导入”浏览器中，从“导入设置”弹出式菜单中选取“还原为默认”。

将导入选项从视图中移除

 1 在“导入”浏览器中，点按您想要从视图中移除的导入选项的背景。

导入选项将高亮显示以表示其被选定。

 2 按下 Delete 键。

67% resize factor



 第 2 章：导入照片 42

从 Finder 导入文件的文件夹
如果您已花了不少时间将图像、视频和音频文件整理为电脑上的有意义层级，且您想要保留该组织方式，则可以

将文件的文件夹作为项目导入或将其直接拖到“资料库”检查器。导入文件的文件夹或将其拖到“资料库”检查

器时，顶部文件夹将成为“资料库”检查器中的文件夹，且任何子文件夹都将成为该文件夹内的项目。

使用“导入”命令从 Finder 导入文件的文件夹
 1 选取“文件”>“导入”>“文件夹（作为项目）”。

 2 选择要导入的照片文件夹。 

通过按住 Shift 键点按，可以选择多个要导入的文件夹。

 3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若要将顶层文件夹导入为 Aperture 资料库中的文件夹，并将顶层文件夹的所有子文件夹导入为单个项目：
从“将文件夹导入为”弹出式菜单中选取“文件夹和项目”。

 • 若要将顶层文件夹导入为项目，并将顶层文件夹的所有子文件夹导入为相簿：从“将文件夹导入为”弹出式菜

单中选取“项目和相簿”。

 4 通过执行以下一项操作，选取导入照片的位置：

 • 若要将导入的原件储存在 Aperture 资料库中：从“储存文件”弹出式菜单中选取“在 Aperture 资料库中”。

 • 若要将作为引用图像导入的文件储存其在硬盘上的当前位置：从“储存文件”弹出式菜单中选取“在其当前 
位置”。

 • 若要将导入的原件作为引用图像储存在硬盘上的“图片”文件夹中：从“储存文件”弹出式菜单中选取“图片”，

然后选取您是想要将文件移到还是拷贝到“图片”文件夹，方法是点按“移动文件”或“拷贝文件”按钮。

 • 若要将导入的原件作为引用图像储存在“图片”文件夹之外的位置中：从“储存文件”弹出式菜单中选取“选

取”并选择文件夹。从“子文件夹”弹出式菜单中选取“无”，以指定将文件储存为所选文件夹中的单独文件。您

还可以指定 Aperture 创建具有特定文件夹名称的子文件夹层级，以存放文件。有关创建文件夹来存放导入
的照片的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43 页将引用图像的原件导入到文件夹。通过点按“移动文件”或“拷贝文件”按
钮，选取是想要将图像文件移到还是拷贝到新位置。

 5 从“版本名称”弹出式菜单中选取命名约定，以指定您想要的照片命名方式。

例如，从“版本名称”弹出式菜单中选取“原始文件名称”，以使用相机或卡中的原件文件名称储存文件。从“版

本名称”弹出式菜单中选取名称格式，以使用指定名称储存照片。如果选取自定名称格式，请在“名称文本”栏中

输入名称。从“版本名称”弹出式菜单中选取“编辑”，以定义新命名方案。有关给文件命名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第 35 页自动给导入的照片命名。

点按“应用到原始文件名称”复选框，以也给原始文件重新命名。

 6 从“RAW + JPEG”弹出式菜单中选取您想要 Aperture 如何导入 RAW + JPEG 对。

有关导入 RAW + JPEG 对的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39 页导入 RAW + JPEG 图像对。

 7 点按“导入”。

所选内容中的顶层文件夹要么显示为文件夹，要么根据您从“将文件夹导入为”弹出式菜单中选取的选项转换为

项目。如果导入的文件夹包含子文件夹和照片的层级，则子文件夹将显示为相簿。 

将文件夹拖到 Aperture
将文件夹拖到“资料库”检查器时，Aperture 将使用上次指定的导入设置，以确定文件夹导入方式及其储存 
位置。

 1 在 Finder 中，查找包含要导入的文件夹、视频文件和音频文件的文件夹。

 2 将文件夹拖到“资料库”检查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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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引用图像的原件导入到文件夹
将照片作为引用图像导入时，可以让 Aperture 将原件逐个放在所选文件夹中，也可以创建子文件夹来存放文
件。例如，您可将导入的图像文件放在按日期识别的子文件夹中。您可以创建可以快速选取的文件夹名称格式

预置，以选择您首选的文件夹名称格式。 

若要创建文件夹名称格式，请在“文件夹命名预置”对话框中选择名称元素。您可以指定名称元素的组合以创建

自定文件夹名称。 

创建自定文件夹名称格式

 1 在“导入”浏览器中，从“储存文件”弹出式菜单中选取“图片”或其他文件夹，然后从出现的“子文件夹”弹出式
菜单中选取“编辑”。

“文件夹命名”对话框会出现。

 2 点按添加按钮 (+) 以创建新名称格式，或选择要更改的预置名称格式。

 3 按您想要的显示顺序将名称元素拖到“格式”栏中。 

您还可以在文件夹内创建文件夹层级。例如，您可以指定 Aperture 将引用图像放在名为“日期”的子文件夹
中，然后可以在该文件夹内创建按照片拍摄日期识别的子文件夹。

 4 在您想要创建子文件夹的元素之间拖移正斜杠。

 5 在“自定名称”栏中输入自定名称（如果需要）。

 6 点按“好”。

新文件夹名称格式现在将显示在“子文件夹”弹出式菜单中。

还原文件夹名称格式中的计数器起始编号

在文件夹名称格式中使用计数器时，可以指定显示在计数器中的起始编号和位数（从 1 到 6）。在文件夹名称格
式中使用计数器时，请还原初始起始编号。否则，在下次导入时，Aperture 将继续从上次导入的最后一个编号
开始对图像文件夹进行编号。

 m 在“文件夹命名预置”对话框中，在“增量计数开始于”栏中键入“0”（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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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时捕捉照片
对于某些照片，如在办公室工作室拍摄的产品照片，您不妨立即在电脑上查看测试照片，以检查灯光和其他产品

因素。您可以将相机直接连接到电脑，并将每张拍摄的照片都在拍摄后立即显示在 Aperture 项目中。您可以
检查照片细节，进行制作更改，然后再次拍摄和立即查看效果。此过程称为网络共享拍摄，最适合用于检查拍

摄细节和设置最终拍摄。

【注】有关 Aperture 针对网络共享拍摄支持的相机列表，请参阅 
http://support.apple.com/kb/HT4176?viewlocale=zh_CN。有关针对网络共享拍摄设置相机的信息，请
参阅相机手册。

启动会话后，可以使用 Aperture 查看和捕捉照片。您可使用 Aperture“网络共享”HUD 控制相机并在工作
时拍照。

针对网络共享拍摄设置 Aperture
 1 使用 USB 或 FireWire 电缆将相机连接到电脑。 

 2 在“资料库”检查器中，选择要用于捕捉照片的项目。

 3 选取“文件”>“网络共享”>“启动会话”。

 4 在“网络共享设置”对话框中指定导入设置。 

有关信息，请参阅第 29 页从相机、读卡器或设备中导入。

 5 点按“启动会话”。

“网络共享”HUD 会出现。

 6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若要开始捕捉会话：点按“捕捉”。

 • 若要停止捕捉会话：点按“停止会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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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音频附件添加到图像文件
尽管在文件名称匹配时，带音频附件的照片的音频文件将自动导入到 Aperture，但也可以在照片导入到 
Aperture 后，手动将音频文件附加到照片。将音频文件附加到照片有两种方法。如果在“资料库”检查器中选
择的项目包含一个原始音频文件，则可以使用“信息”检查器将音频文件附加到项目中的照片。如果音频文件位

于 Aperture 资料库外，则可以将音频文件从 Finder 拖到检视器中的照片。

【注】有关 Aperture 中可用于音频附件的文件格式列表，请参阅 
http://www.apple.com/cn/aperture/specs。  

使用“信息”检查器添加音频附件

 1 在“资料库”检查器中，选择包含要附加的音频文件的项目。

 2 在浏览器中，选择要将音频文件附加到的照片。

 3 在“信息”检查器中，从元数据操作弹出式菜单  中选取“附加音频文件”。

 4 在显示的对话框中，选择要附加的音频文件，然后点按“附加”。

您可以通过点按“播放”按钮，预览所选音频文件。

音频文件

“附加”按钮

“播放”按钮

音频附件将添加到照片中，且音频文件的缩略图将从浏览器中消失。一个标记将显示在照片右下角，指明音频

文件已附加。有关播放音频附件的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180 页在信息检查器和检查器 HUD 中修改元数据。

通过拖移将音频附件添加到照片

 1 如果需要，点按工具栏中的“拆分视图”按钮，然后在浏览器中选择要将音频文件附加到的照片。

 2 在 Finder 中，选择要附加的音频文件。

 3 在检视器中将音频文件拖到要将其附加到的照片。

照片周围将显示绿色外框，指明即将附加文件。 

音频附件将添加到 Aperture 中的照片。一个标记将显示在照片右下角，指明音频文件已附加。有关播放音频
附件的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180 页在信息检查器和检查器 HUD 中修改元数据。

从照片中移除附件

 1 在浏览器中，选择要移除附件的照片。

 2 在“信息”检查器中，从元数据操作弹出式菜单中选取“分离音频文件”。

音频文件将分离并放在将其附加到的照片的相同项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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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erture 将受管文件储存在资料库中的哪个位置
您总是可以在 Aperture 应用程序中查看和处理照片。但是，您可能想知道受管图像文件实际位于电脑硬盘上
的 Aperture 资料库中的哪个位置。默认情况下，照片将储存在“图片”文件夹中的 Aperture 资料库文件内。
有关受管图像的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23 页什么是受管图像和引用图像？。  

通过按住 Control 键点按文件，然后从快捷菜单中选取“显示包内容”，可以在 Finder 中打开并查看 
Aperture 资料库文件的内容。但是，不建议采用此方式访问或处理原件，因为将面临干扰 Aperture 资料库的
风险。

【警告】您应该总是在 Aperture 应用程序内备份和处理受管图像和项目。如果您移动或意外更改储存在 
Aperture 资料库文件中的文件，Aperture 后面可能找不到项目及其包含的媒体。在 Finder 中更改受管文
件时，如给其重新命名，将创建 Aperture 不能跟踪的更改。

重新处理来自较早版本的 Aperture 的照片
Aperture 提供了图像处理算法，可提供改进的图像质量。借助来自受支持相机的 RAW 图像改进的默认渲
染，Aperture 3.5 提供大幅增强的图像质量，在噪点消除、锐化和高光恢复方面均有改进。

为了维护 Aperture 资料库中现有照片的图像完整性，Aperture 让您可以保留以前版本的原始照片处理，使
用最新 RAW 图像处理选择性地处理图像，或创建每个原始图像文件应用了最新 RAW 图像处理的重复版本。
但是，除非所选照片使用最新的 RAW 图像处理，否则部分调整和笔刷调整将不可用。

开始使用 Aperture 3.5 时，所有现有照片都继续使用以前版本的图像处理样式，以便保留其外观。任何此类照
片都可以逐个重新处理为使用最新的图像处理样式。您还可以使用“照片”菜单中的“重新处理原件”命令，重

新处理所选照片、项目、相册、幻灯片显示、网页和 Web 日记、看片台相簿、相簿和智能相簿。如果您想要在保
留原始处理版本的情况下重新处理照片，您可以使用每个应用了最新 RAW 图像处理的原始图像文件创建重复
版本。

因为重新处理大量照片可能是一个非常耗时的过程，所以您可能会发现根据需要重新处理照片更容易。例如，

在具有 5 星精选时，您可能会决定最初仅重新处理此类照片。照片不受多次重新处理影响；如果照片已使用最
新的图像处理，重新处理将没有效果。

【注】除非所选照片使用最新的 RAW 图像处理，否则部分调整和笔刷调整将不可用。

重新处理照片选择

 1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若要重新处理选定的照片：选择照片或照片群组。

 • 若要重新处理项目或相簿：请选择项目、相册、幻灯片显示、相簿、网页相簿、Web 日记相簿、看片台相簿或
智能相簿。

 • 若要重新处理资料库中的所有照片：在“资料库”检查器中选择“照片”项目。

照片项目

【重要事项】重新处理数千个图像文件会是一个非常冗长的操作。确保留出大量时间来让 Aperture 处理图像
文件，首选是您无需使用 Aperture 系统时。

 2 选取“照片”>“重新处理原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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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在出现的对话框中，选择重新处理选项，然后点按“重新处理照片”。

您可以选取重新处理选择的所有照片，还是仅那些含有调整或不含调整的照片。您还可以选取重新处理现有图

像版本或重复的集。

重新处理单张照片

 1 选择照片。

 2 在“调整”检查器或“检查器”HUD 的“调整”面板中，从“添加调整”弹出式菜单中选取“RAW 微调”。

 3 在 RAW 微调控制中，点按“重新处理”按钮。

【注】如果“重新处理”按钮未显示在“调整”检查器或“检查器”HUD 的“调整”面板中，则已使用 Aperture 
3.5 图像处理重新处理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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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资料库”检查器中整理项目

“资料库”检查器概述
“资料库”检查器可以访问 Aperture 资料库跟踪的项目，如项目或相簿，以及资料库内容的不同视图。例如，
您可以在“资料库”检查器中选择“面孔”以按照片中的人物分组显示照片，也可以选择“地点”以按照片拍摄地

点分组显示照片。

几个控制可用于处理“资料库”检查器中的项目。

显示三角形

“资料库操作”弹出式菜单

资料库搜索栏

 • 资料库搜索栏：输入文本可搜索位于“资料库”检查器中的项目。

 • 显示三角形：点按可查看项目、文件夹或废纸篓中的所有项目。

 • 资料库操作弹出式菜单：将所选项添加到个人收藏列表或将其从个人收藏列表中移除。您还可以选取导出

在“资料库”检查器中选择的项目或维护预览。有关预览的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443 页预览图像概述。

“资料库”检查器的主要区域显示了多个类别，允许您查看以不同方式整理的照片。 

处理项目和资料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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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库类别

“资料库”类别包含的图标在被选定之后，将显示以四种方式其中之一整理的照片：  

 • 项目：选择“项目”图标可让资料库中的所有项目显示在项目视图中，而不是浏览器和检视器。每个项目都由

单个缩略图表示。您可以将指针放在项目缩略图上并拖移，以快速浏览项目中的照片。按住 Control 键并点
按项目缩略图时，将显示快捷菜单，让您可以创建新项目、显示有关项目的信息、删除项目、将文件导入到项

目、将项目导出为资料库、将当前显示的图像设定为表示项目的关键照片、清倒 Aperture 废纸篓，或在幻灯
片显示中播放项目中的每张照片。连按项目的缩略图可在浏览器中查看照片。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57 页查看项目。

 • 照片：选择此项可查看资料库中的所有照片、视频片段和音频片段。资料库中的所有媒体都将在浏览器中显

示为缩略图。在浏览器中选择缩略图可在检视器中查看或试听它。

 • 面孔：选择此项可查看资料库中在照片中标识且 Aperture 跟踪的人物。点按快照上的“信息”按钮  可
显示“信息”HUD。“信息”HUD 提供人物的姓名、资料库中包含该人物的照片数、照片拍摄时间以及人物的
全名和电子邮件地址（如果输入）。点按 HUD 中的“查看照片”按钮可查看显示该人物的所有照片以及可能
显示该人物的任何照片。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112 页面孔概述和第 114 页将名称添加到照片中的面孔。

 • 地点：选择此项可显示地图，该地图显示资料库中的照片拍摄的位置。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119 页地点概述和第 121 页查看照片位置。

最近使用的类别

您可以在“资料库”检查器的“最近使用的”区域选择图标，以查看最近导入的照片、有旗标的照片、被拒绝的照

片，或者您放入 Aperture 废纸篓中的照片。

 • 最近 12 个月：选择此项可查看最近 12 个月导入到 Aperture 的所有照片、视频片段和音频片段。在浏览器
中选择缩略图可在检视器中查看或试听它。

 • 最新导入：选择此项可查看上一次导入会话中导入到 Aperture 的所有照片、视频片段和音频片段。在浏览
器中选择缩略图可在检视器中查看或试听它。

 • 有旗标：选择此项可查看资料库中有旗标的所有照片、视频片段和音频片段。所有有旗标的媒体的缩略图都

将显示在浏览器中。在浏览器中选择缩略图可在检视器中查看或试听它。

 • 废纸篓：选择此项可查看资料库中已删除的所有照片、视频片段和音频片段。所有已删除的媒体的缩略图都

将显示在浏览器中。在浏览器中选择缩略图可在检视器中查看或试听它。点按废纸篓旁边的显示三角形可查

看已在“资料库”检查器中删除的任何项。在废纸篓中选择某项可查看其内容。

【注】如果 Aperture 废纸篓旁边没有显示三角形，则表示自上次清倒废纸篓以来，未删除“资料库”检查器
中的项目。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53 页使用 Aperture 废纸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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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和相簿类别

当资料库中显示了特定类型的内容时，其他类别将出现在“资料库”和“最近使用的”类别下方。“项目”类别 
（区别于“资料库”类别中的“项目”图标）列出了资料库中的每个项目。当您将相簿添加到资料库（相册 
相簿、“看片台”相簿、幻灯片显示相簿等），这些类别将出现在“资料库”检查器中（除非您将相簿添加到 
特定项目，此情况下相簿将出现在“项目”类别中的该项目下方）。

创建和命名项目
您可以在“资料库”检查器中创建新项目，以整理您的照片。创建新项目时（如相簿），该项目为空。您可以通过

将照片拖到新项目来给它添加照片。新创建的“智能相簿”和“智能网页相簿”不包含照片。您可以通过设置 
“智能相簿”的搜索条件来给它们添加照片。

【注】您不能将照片放入文件夹。“文件夹”被设计用于帮助您整理“资料库”检查器中的项目、相簿和其他文

件夹。

在“资料库”检查器中创建新项目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m 选取“文件”>“新建”，然后从子菜单中选取一个项目。

 m 从工具栏中的“新建”弹出式菜单中选取一个项目。

从“新建”弹出式菜单中选择一
个项目。

在将新的项目、相簿和“看片台”相簿添加到“资料库”检查器之前，Aperture 会提示您给它们命名。 
Aperture 能立即将新文件夹、智能相簿和智能网页相簿添加到“资料库”检查器，并将项目的名称“未命名”
高亮显示，以便您可以在创建项目时给它们重新命名。当您创建新相册、幻灯片显示、Web 日记或网页时，在将
它们添加到“资料库”检查器之前，Aperture 将提示您给项目选取名称以及主题。

有关创建项目和特定类型相簿的更多信息，请参阅以下主题：

 • 第 59 页创建和删除项目

 • 第 20 页什么是相簿？

 • 第 168 页看片台概述

 • 第 142 页在新智能相簿中收集照片

 • 第 363 页创建相册概述

 • 第 339 页幻灯片显示概述

 • 第 415 页创建网页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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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资料库”检查器中打开和关闭项目
若要在 Aperture 中处理照片，请先在“资料库”检查器中选择项目，以在浏览器中打开。您可以一次打开和处
理多个项。从“资料库”检查器中打开多个项目时，您可以让每个项目使用它们各自的标签显示在浏览器中，也

可以让所有项目的内容显示在单个浏览器中。您可以点按项目的“浏览器”标签以将其前置。您还可以在其自己

的面板中打开项目，以在浏览器中并排查看两个项的内容。退出并重新打开 Aperture 时，上一次会话结束前打
开的所有项目会自动打开。

在“资料库”检查器中打开项目

 m 在“资料库”检查器中选择项目。

项目中的所有照片都显示

在浏览器中。

选择项目以在浏览器中

查看其照片。

在浏览器中打开附加项，其中每个均带自己的标签

 m 在“资料库”检查器中按住 Option-Command 并点按项目。 

新打开的项目将显示在浏览器中自己的标签中，位于任何其他打开项的前部。 

在其面板中打开另一个项目

 m 按住 Option 键并点按“资料库”检查器中的项目。

资料库项目是由

其标签标识的。

新打开的项目将显示在浏览器中自己的标签中及其自己的面板中。

在多个打开项之间切换

 m 在浏览器中，点按项目标签。

在同一浏览器中打开多项

 m 按住 Command 键并在“资料库”检查器中点按多项。

67% resize factor



 第 3 章：处理项目和资料库 52

在“资料库”检查器中选择的每个项的内容都将显示在同一浏览器中。

关闭浏览器中的项目

 1 点按该项的标签以将其前置。

 2 点按标签的关闭按钮。

标签中的“关闭”按钮

在“资料库”检查器中排列项目
通常，您将为处理的每个摄影项目或作业创建新 Aperture 项目，而不管其时间长度。例如，处理泰国的纪录片
时，将创建相应项目。如果您还在该国内陆拍摄寺庙，则寺庙可以是第二个单独项目。可以想象，两个项目均可

以引用某些相同的照片，但它们是完全独立的结构，各有自己的版本和相簿。

非常大的摄影项目（如记录片和体育赛事）通常包含大量照片。您总是可以根据需要将一个项目分为多个。

随着资料库增长，您可能需要重新整理资料库的结构以适合工作流程。您可以在“资料库”检查器中重新排列

项目、文件夹、相簿和其他项目。

在“资料库”检查器中移动项目

 m 在“资料库”检查器中选择项目，然后将其拖移到新位置。

黑框表示项目的放置位置。

黑栏表示项目的放置位置。

在“资料库”检查器中移动多项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m 按住 Shift 键并点按相邻项，然后将其拖移到新位置。

 m 按住 Command 键并点按非相邻项，然后将其拖移到新位置。

自动排列“资料库”检查器中的项

 m 若要将相似的项目分组在一起：请在“资料库”检查器中按住 Control 键点按，然后从快捷菜单中选取“保持排
列方式”>“种类”。

 m 若要按字母顺序排列项目：请在“资料库”检查器中按住 Control 键点按，然后从快捷菜单中选取“保持排列方
式”>“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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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和显示个人收藏项
如果您最经常处理某些项目、文件夹或相簿，或同时处理多个项目、文件夹或相簿，则可以将其设为个人收藏，

以同时快速查看它们。

将项目、文件夹或相簿设为个人收藏

 m 在“资料库”检查器中，选择项目、文件夹或相簿，然后从资料库操作弹出式菜单  中选取“添加到个人 
收藏”。

查看个人收藏项目、文件夹或相簿

 m 在“资料库”检查器中，从左上角的搜索栏弹出式菜单中选取“个人收藏项”。

这将仅显示资料库中选取作为个人收藏的项目。“资料库”检查器中的所有其他项都将从视图中移除。

将项目、文件夹或相簿作为个人收藏移除

 m 在“资料库”检查器中，选择项目、文件夹或相簿，然后从资料库操作弹出式菜单  中选取“从喜爱的样式中
去掉”。

查看最近在“资料库”检查器中选择的项目

 m 在“资料库”检查器中，从左上角的搜索栏弹出式菜单中选取“最近使用的项”。

再次查看“资料库”检查器中的所有项

 m 在“资料库”检查器中，从搜索栏弹出式菜单中选取“所有项”。

使用 Aperture 废纸篓
在 Aperture 中删除的所有项目都将放在“资料库”检查器的 Aperture 废纸篓中，包括项目、相簿、文件夹、
版本和原件。在清倒之前，您可以从废纸篓取回任何项目。

从项目中删除版本

 m 选择照片、视频片段或音频片段，然后选取“文件”>“删除版本”。

版本将被移到废纸篓，如果您删除了原件的最后一个版本，则原件也将被移到废纸篓。

从项目中删除原件及其所有版本

 m 选择照片、视频片段或音频片段，然后选取“文件”>“删除原始图像和所有版本”。

原件和所有版本都将移到废纸篓。

仅从相簿中删除一个版本

 m 选择照片、视频片段或音频片段，然后选取“照片”>“从相簿中移除”（或按下 Delete 键）。

这将删除版本。但不会删除原件及其他版本。

删除项目和文件夹

从“资料库”检查器中删除项目时，该项的内容也将随之删除。

【注】如果删除项目，则还将删除项目中包含的原件。

 1 选择项目或文件夹。

 2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选取“文件”>“删除 [项目]”（或按下 Command-Delete 键）。

 • 将该项拖移到 Aperture 废纸篓。

所选项将移到“资料库”检查器中的废纸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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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项目移出 Aperture 废纸篓
如果误删“资料库”检查器中的项目，很容易修复。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m 将该项拖移出 Aperture 废纸篓。

 m 在 Aperture 废纸篓中按住 Control 键并点按该项，然后从快捷菜单中选取“放回原处”。 

所选项将移回其在“资料库”检查器中的原始位置。

清倒 Aperture 废纸篓
检查 Aperture 废纸篓的内容且确定不再需要其中的项目后，可以清倒废纸篓。清倒 Aperture 废纸篓时，其所
有照片和视频都将放在 Finder 废纸篓中。

 1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选取“Aperture”>“清倒 Aperture 废纸篓”（或按下 Shift-Command-Delete 键）。

 • 按住 Control 键并点按 Aperture 废纸篓，然后从快捷菜单中选取“清倒 Aperture 废纸篓”。

这将显示一个对话框，警告您将从 Aperture 废纸篓永久移除这些项。

 2 点按“删除”。

【警告】此操作不能撤销，但可以从未清倒的 Finder 废纸篓中取回原件。

处理资料库文件

创建新的资料库
如果 Aperture 资料库变得很大，则可以创建附加的单独资料库文件来存放更多照片。您可以在内部硬盘或不
同硬盘的不同位置创建附加资料库文件。您还可以根据需要给资料库文件重新命名。这样，可在同一位置拥有

名称不同的多个资料库文件，并将 Aperture 设定为访问您想要的资料库文件。

在新位置创建新的空资料库文件

 1 选取“文件”>“切换到资料库”>“其他/新建”。

 2 在显示的对话框中，点按“新建”。

 3 在下一个对话框中，在“存储为”栏中输入资料库的名称，选取位置，然后点按“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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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其他资料库
Aperture 系统可访问多个 Aperture 和 iPhoto 资料库文件时，可以在其间切换并查看其内容。您也可以在打
开 Aperture 时选取要使用的资料库文件。

【重要事项】Aperture 只能打开和查看升级到 iPhoto 9.3 或更高版本的 iPhoto 资料库。若要升级 iPhoto 
资料库，请在 iPhoto 9.3 或更高版本中打开它。iPhoto 将自动升级资料库。iPhoto 资料库中的所有卡片、相
册、日历和智能相簿可在 Aperture 中查看，但是不能编辑。若要使用 iPhoto 卡片、相册、日历和智能相簿，请
关闭 Aperture 并在 iPhoto 中打开您的 iPhoto 资料库。

访问不同的 Aperture 或 iPhoto 资料库
 1 选取“文件”>“切换到资料库”>“[资料库文件名称]”。

 2 如果要查找的资料库未显示在“切换到资料库”子菜单中，请选取“其他/新建”。

 3 在显示的对话框中，从列表中选择您想要打开的资料库，然后点按“选取”。

【注】在 Aperture 中打开 iPhoto 资料库之前，您必须先关闭 iPhoto。

Aperture 将打开选定的资料库。

在打开 Aperture 时选取要打开的资料库
 1 在打开 Aperture 时按住 Option 键。

会出现一个对话框，具有选择现有资料库或创建新资料库的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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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若要打开对话框中显示的 Aperture 资料库文件：选择资料库文件，然后点按“选取”。

 • 若要打开未显示在对话框中的 Aperture 资料库文件：点按“其他资料库”按钮，在显示的对话框中找到资
料库文件，然后点按“选择”。

 • 若要打开新的空资料库：点按“新建”按钮，在“存储为”栏中指定资料库的名称，选择资料库的位置，然后点

按“创建”。

Aperture 将创建新的空资料库文件并打开它。

合并资料库
如果您使用多台电脑，或与他人处理项目，可能会发现需要将项目和相簿从一个 Aperture 系统传输到另一个
系统。传输文件夹、项目和相簿是一个简单的导出和导入过程。导出的项目将统一到资料库文件中。将资料库导

入到第二个 Aperture 系统时，可以添加文件、删除文件、修改元数据以及进行调整。准备好将修改后的资料库
内容返回到原电脑时，Aperture 会将两个资料库合并在一起。 

将文件夹、项目和相簿从一台电脑传输到另一台电脑

 1 在“资料库”检查器中，选择您想要传输的项目，然后选取“文件”>“导出”>“项目（作为新资料库）”。

【注】“导出”菜单中的项会根据所选内容而改变。如果您在“资料库”检查器中选定了单个项目，如相簿，请选

取“文件”>“导出”>“相簿（作为新资料库）”。

 2 为导出的资料库输入名称并选取位置。

 3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如果项目包含引用图像且您想要将原始文件提供给新 Aperture 系统：选择“将原件统一到导出的资料库”
复选框，以将原始图像文件拷贝到新资料库文件。

 • 如果要将预览拷贝到新资料库，以便无需在新 Aperture 系统上重建它们：选择“在导出的资料库中包括预
览”复选框。

 • 如果想要让 Aperture 在完成新资料库构建时提醒您：选择“完成时显示提醒”复选框。

 4 点按“导出资料库”。

Aperture 会将所选项统一到资料库中，且资料库文件将导出到选取的位置。

 5 连接两台电脑或将其组网在一起，并将导出的资料库文件拷贝到第二台电脑。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电脑附带的文稿。

 6 在第二台电脑上打开 Aperture，然后选取“文件”>“切换到资料库”>“[资料库文件名称]”。

您现在可以在第二台电脑上处理从第一台电脑导出的资料库。

将第二台电脑中的已修改资料库合并到第一台电脑的资料库中

准备好将第二台电脑上的已修改资料库合并到第一台电脑上的资料库时，将其导入到第一台电脑上打开的资料

库中。 

 1 遵循上一个任务中的步骤将第二台电脑上的已修改资料库传输到第一台电脑。

 2 在第一台电脑上，选取“文件”>“导入”>“资料库/项目”，从第二台电脑中找到已修改的资料库文件，然后点
按“导入”。

这将显示一个对话框，可让您选取将导入的资料库与当前资料库进行合并，或者将导入的资料库的内容添加到

当前资料库。

 3 点按“合并”。

这将显示一个对话框，要求您选取用于解决资料库之间的差异导致的潜在冲哭。

 4 若要导入已修改资料库中的更改，请从第二台电脑中选取该资料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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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erture 将从第二台电脑导入已修改资料库，从而将在第二台电脑上对项目和相簿进行的更改合并到第一台
电脑上的相同项目和相簿中。任何在第二台电脑上删除或因其他原因而在第二台电脑的资料库文件中不再存在

的文件将移到第一台电脑的资料库中的 Aperture 废纸篓中。

添加来自第二台电脑的资料库内容，而不覆盖第一台电脑上的资料库内容

如果您不想使用在第二台电脑上修改的项目和相簿覆盖从第一台电脑导出的原始项目和相簿，可以将修改过的

项目和相簿作为唯一项添加到第一台电脑上的资料库。

 1 将已修改资料库从第二台电脑传输到第一台电脑。

 2 在第一台电脑上，选取“文件”>“导入”>“资料库/项目”，从第二台电脑中找到已修改的资料库文件，然后点
按“导入”。

这将显示一个对话框，要求您选取用于解决资料库之间的差异导致的潜在冲哭。

 3 点按“添加”。

Aperture 会将来自第二台电脑的已修改资料库的内容导入到第一台电脑的资料库中。Aperture 将更改的文
件作为附加项添加，而不是覆盖更改的文件。如果导入的项目与“资料库”检查器中的现有项目具有相同名称，

则导入的项目会附加“(1)”。

在 iPhoto 中打开您的资料库
您可以在 Aperture 中通过 iPhoto 打开您的资料库。

在 iPhoto 中打开您的资料库
 m 选取“文件”>“在 iPhoto 中打开资料库”。

Aperture 将关闭，而 iPhoto 会打开您在 Aperture 中处理的资料库。

处理项目

查看项目
您可以在被称为项目的容器中整理照片。您可以在“资料库”检查器（“项目”标题下方的列表）或“项目”视图

中查看您所有的项目。“项目”视图显示了资料库中每个项目的缩略图。连按缩略图来打开项目，并在浏览器中

显示其所有照片。在“项目”视图中，您可以方便地查看、整理和排列您的照片。  

切换到项目视图

 m 在“资料库”检查器中，选择“项目”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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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预览项目中的照片

在“项目”视图中，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m 跨项目缩略图水平缓慢拖移指针。

 m 选择项目的缩略图，然后使用左箭头键和右箭头键导航浏览项目中的照片。

设定项目的关键照片

您可以将项目中的任何照片设定为在“项目”视图中显示的关键照片。

 1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将指针缓慢移到项目缩略图的上方，以浏览到您想要设定为关键照片的照片。

 • 选择项目的缩略图，然后使用左箭头键和右箭头键导航到您想要设定为关键照片的照片。

 2 找到要查找的照片时，按下空格键。

所选照片将设定为表示项目的关键照片。

播放项目照片的幻灯片显示

您可以选择项目并播放幻灯片显示，以检查其中的照片。

 1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选择项目缩略图，然后选取“文件”>“播放幻灯片显示”（或按下 Shift-S）。

 • 按住 Control 键并点按项目，然后从快捷菜单中选取“播放幻灯片显示”。

 2 在“播放幻灯片显示”对话框中，从“幻灯片显示预置”弹出式菜单中选取预置，然后点按“开始”。

这将播放所选项目中的照片幻灯片显示。按下空格键可暂停和播放幻灯片显示，而按下 Escape 键可停止幻灯
片显示。有关幻灯片显示的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339 页幻灯片显示概述。

在浏览器中查看项目照片

在“项目”视图中找到您想要处理的项目时，您可以在浏览器中显示项目照片。

 m 在“项目”视图中，连按项目。

浏览器将替换项目视图并显示所选项目的缩略图图像。

在“信息”HUD 中查看和更改项目信息
在“项目”视图中，您可以使用“信息”HUD 来添加项目的描述性信息，并更改项目的关键照片（表示项目的缩
略图像）。

 1 如果 Aperture 主窗口不在“项目”视图中，请选择“资料库”检查器顶部的“项目”。

 2 若要打开项目的“信息”HUD，请点按项目缩略图上的“信息”按钮。

“信息”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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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在“信息”HUD 中，执行以下一项操作或都执行：

 • 若要添加有关项目的描述性信息：请在项目缩略图右侧的文本栏中键入描述。

 • 若要更改项目的关键照片：浏览到项目缩略图来查找您想要设定为关键照片的照片，然后点按“点按以设定

关键照片”按钮。

点按以将此照片设定为

关键照片。

您所选的照片将显示为项目的缩略图。

若要查看或更改其他项目的信息，请通过点按“信息”HUD 左下角的箭头按钮来浏览到该项目。若要打开项
目，请点按“前往项目”按钮。若要给照片分配位置信息，请参阅地点概述。

创建和删除项目
您可以在“项目”视图中创建新项目和删除项目。

创建新项目

 1 在“项目”视图中，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选取“文件”>“新建”>“项目”（或按下 Command-N 键）。

 • 按住 Control 键并点按项目，然后从快捷菜单中选取“新建”>“项目”。

 • 从工具栏的“新建”弹出式菜单中选取“项目”。

 2 在显示的对话框中，在“项目名称”栏中输入项目的名称。

 3 点按“好”。

新的空项目将在浏览器中打开。

删除项目

在“项目”视图中，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m 选择项目的缩略图，然后选取“文件”>“删除项目”（或按下 Command-Delete 键）。

 m 按住 Control 键并点按项目，然后从快捷菜单中选取“删除项目”。

所选项目将移到 Aperture 废纸篓。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53 页使用 Aperture 废纸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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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项目视图中的项目排序
您可以按照片创建年份整理项目。如果您在“资料库”检查器中整理文件夹中的项目，您可以根据项目所在文

件夹来给项目分组。您可以按项目名称给项目排序，按照升序或降序顺序，以及按照项目在“资料库”检查器中

从上到下的排列顺序。如果资料库中存在大量项目，则可以搜索特定项目，从而从视图中移除其他项目。

如果多个项目记录同个主题且您想将这些项目统一到一个项目，您可以合并这些项目。

按年份或文件夹给项目分组

 m 若要按年份对项目进行分组：点按“项目”视图顶部的“按年份分组”按钮 。

 m 若要按文件夹对项目进行分组：点按“项目”视图顶部的“按文件夹分组”按钮 。

当您将项目按年份或按文件夹分组时，每个年份或文件夹的项目和照片的数量将显示在每个群组行的右上角。

点按相邻箭头按钮来仅显示单个年份或文件夹的项目。 

“箭头”按钮

若要返回所有年份或文件夹的项目的完整显示，请点按“项目”视图中主窗口顶部的“项目”按钮。

“项目”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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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项目”视图中自动排列项目

 m 若要按名称进行项目排序：从“项目”视图左上角中的“排序”弹出式菜单中选取“名称”。

 m 若要按照片捕捉日期的升序顺序进行项目排序：从“排序”弹出式菜单中选取“日期 - 最新的排最前”。

 m 若要按照片捕捉日期的降序顺序进行项目排序：从“排序”弹出式菜单中选取“日期 - 最旧的排最前”。

 m 若要按项目在“资料库”检查器中的显示顺序进行项目排序：从“排序”弹出式菜单中选取“资料库”。

在“项目”视图中手动排列项目

 1 从“项目”视图左上角中的“排序”弹出式菜单中选取“手动”。

 2 在浏览器中，选择一个项目并将其拖到新位置。

绿色的线表示项目的新位置。

搜索项目

 m 在项目视图中，输入您想要在搜索栏中查找的项目的名称。

除了符合搜索栏中的名称的项目之外，所有其他项目都将从视图中移除。若要再次显示所有项目，请点按搜索栏

中的“还原”按钮（带有 X）。

将照片导入项目
您可以将文件、Aperture 项目以及资料库导入到“项目”视图中选定的项目。

将文件导入到项目

在“项目”视图中，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m 选择项目缩略图，然后选取“文件”>“导入”>“文件”（或按下 Command-I 键）。

 m 按住 Control 键并点按项目，然后从快捷菜单中选取“导入”>“文件”。

“导入”浏览器将显示在“目的位置”弹出式菜单中选择的项目。有关导入文件的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26 页导入
照片概述。

将其他项目或 Aperture 资料库导入到项目中
 1 在“项目”视图中，按住 Control 键并点按项目，然后从快捷菜单中选取“导入”>“资料库”或者“导入”>“文件

夹（作为项目）”。

 2 在显示的对话框中，选择您想要合并到在项目视图中选择的项目的项目或资料库，然后点按“导入”。

项目或资料库将合并到在项目视图中选择的项目中。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56 页合并资料库。

合并项目
如果创建了多个项目，而后面决定将分布在多个项目中的内容归入单个项目，则可以在“资料库”检查器或“项

目”视图中选择项目，然后将其合并到一个项目。

在“资料库”检查器中合并项目

 1 在“资料库”检查器中，通过按住 Shift 键并点按相邻项目或按住 Command 键并点按非相邻项目，选择您想
要合并的项目。

 2 选取“文件”>“合并项目”。

这将显示一个对话框，指明所选项目将合并到的项目。

 3 点按“合并”。

所选项目中的内容将合并到“资料库”检查器中选定的最顶部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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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项目”视图中的项目

在“项目”视图中，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m 选择项目，将它们拖到您想要包含其他项目的项目中，然后在出现的对话框中点按“合并”。

 m 选择您想要合并的项目，选取“文件”>“合并项目”，然后在出现的对话框中点按“合并”。

复制项目结构
如果通常使用填充了同一类型的相簿和文件夹的同一项目结构，则可以复制现有项目的结构，然后使用排列方

式相同的相簿和文件夹创建新的空项目。如果复制的项目具有智能相簿，则还将复制这些智能相簿的设置。有

关智能相簿的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142 页在新智能相簿中收集照片。

复制项目结构

 1 在“资料库”检查器中，选择您想要拷贝结构的项目。

 2 选取“文件”>“复制项目结构”。

项目及其所有下级项都将复制，如项目、文件夹和智能相簿及各自的名称。但是，复制的项目不包含照片、音频

片段或视频片段。

 3 连按新项目中每个复制项的名称，以指定新名称。

连按项目的名称以给

它重新命名。

处理引用图像
引用的图像即原件未储存在 Aperture 资料库中的照片。您可以通过在导入图像时指定资料库之外的位置来 
创建引用的图像。Aperture 能够追踪引用图像的位置，且处理它们的方式与处理资料库中的图像相同。只是
当您备份资料库时，引用的原件将不进行备份。您可以通过打开引用图像标记叠层来在 Aperture 中识别引用
图像。

如果 Aperture 能够访问引用图像的原件，则引用图像为联机状态。即使您给引用的图像重新命名，或将它们
的原件移到相同硬盘或宗卷上的其他位置，引用的图像仍将保持联机状态。如果断开存放引用原件的磁盘、将

原件移到 Finder 废纸篓、或将原件移到不同的硬盘或宗卷，则引用的图像将变为脱机状态（不可用）。原件处
于脱机状态时，Aperture 将先绘制缩略图，然后绘制预览（如果存在）。由于预览高质量，因此可以缩放，甚至
使用放大镜。然而，在您重新连接存放原件的磁盘，或使用 Aperture 重新连接新位置的原件之前，您将不能
进行调整。

您可以使用用于其他 Aperture 版本和原件的相同过程，拷贝、移动、删除和搜索 Aperture 项目中的引用图
像。拷贝 Aperture 中引用图像的版本时，将在 Aperture 资料库中创建和跟踪新版本。新文件不会记录在引
用图像原件在硬盘上的位置。在 Aperture 系统的项目之间移动引用图像时，引用原件将保留在其在硬盘上的
原始位置。

如果您认为将引用的原件储存在 Aperture 资料库中更为便捷（例如，您可以借此将引用原件备份到保管库），
您可以通过 Aperture 将文件移动或拷贝到资料库。

从 Aperture 中删除引用原件时，可以指定照片版本是否放在 Aperture 废纸篓中。清倒 Aperture 废纸篓时，
将删除原件的链接，但原始图像文件将保留在其在 Finder 中的当前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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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别引用图像

导入引用图像后，通过打开引用图像标记叠层，可以在浏览器中识别它们。引用图像显示的标记显示其原件是当

前联机（可用）还是脱机（不可用）。

这些标记叠层

表示照片是引

用图像。

此标记叠层表

示照片是脱机

引用图像。

 1 选取“Aperture”>“偏好设置”，或按下 Command-逗号键 (,)。

 2 在“偏好设置”窗口中，点按“外观”，然后选择“标记引用项”复选框。

查看所选内容中的引用图像列表

在浏览器中处理所选照片时，可能需要确定原件位于 Aperture 资料库中的照片和原件位于硬盘上其他位置的
引用图像。您可以在浏览器中选择一组照片，并显示所选内容中引用照片的列表，以及它们的位置。

 1 在浏览器中，选择照片群组。

 2 选取“文件”>“查找引用文件”。

“所选内容中的引用文件”对话框会出现。

此列显示引用

原件所在硬盘

的名称。

此列标识引用

原件所在的硬

盘位置。

此处会显示有助于

标识文件的特定照

片和元数据。

这些列标识引用图像

的原件中有多少是位

于硬盘上，有多少未

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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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Finder 中查找引用图像原件
有时，可能需要在硬盘上快速查找引用图像原件，以拷贝或移动它，将其附加到电子邮件，或在 Aperture 外处
理它。您可以在浏览器中选择照片，并显示照片原件在 Finder 中的位置。

 1 在浏览器中选择引用图像。

 2 选取“文件”>“在 Finder 中显示”。

Finder 窗口会出现，显示所引用原件的文件路径。 

【注】如果在其他应用程序中从 Finder 打开引用图像原件，将看不到您在 Aperture 中对图像所作的更改或
调整。您所作的更改将显示在储存在 Aperture 资料库的版本中，且引用图像原件总是保持不变。若要查看调
整后的照片，需要导出其版本。

重新连接脱机引用图像

如果断开存放引用图像原件的硬盘驱动器，则可以将驱动器重新连接到电脑，且 Aperture 将自动重新连接 
原件。

如果照片处于脱机状态或已经过修改而无法将其识别为原始引用图像，仍可以选择它，并让 Aperture 重新连
接原件。

 1 重新连接存放引用图像原件的硬盘驱动器，或者查找文件或使文件可被 Aperture 重新连接。

 2 选择包含要重新连接的脱机照片的项目，或在浏览器中选择脱机照片。

 3 选取“文件”>“查找引用文件”。

 4 如果需要，点按“显示重新连接选项”按钮。

在此处选择所需宗卷，

然后浏览到文件在硬盘

上的位置。

 5 在对话框顶部，选择要重新连接的原件的文件路径。 

照片的缩略图和部分识别元数据会出现。

 6 在对话框的下半部分中，浏览到引用图像原件在硬盘上的位置并选择原件。

您可以遵循对话框顶部针对所选照片列出的文件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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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文件时，将显示照片的缩略图和元数据，从而让您可以将其与对话框上半部分的缩略图和元数据进行比

较，以确定选择的文件正确。

 7 点按“重新连接”以重新连接特定照片，或点按“全部重新连接”以重新连接所有所选照片。

将引用图像的原件移到新位置

您可以轻松将引用原件移到同一硬盘或不同硬盘上的新位置。

 1 在浏览器中，选择要移动原件的引用图像。

 2 选取“文件”>“重新放置原件”。

 3 在显示的对话框中选择文件夹位置。

 4 若要指定将文件储存为所选文件夹中的单独文件，请从“子文件夹”弹出式菜单中选取“无”。 

您还可以指定 Aperture 创建具有特定文件夹名称的子文件夹层级，以储存文件。有关创建文件夹来存放导入
的图像文件的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43 页将引用图像的原件导入到文件夹。

 5 若要指定命名原件的方式，请从“名称格式”弹出式菜单中选取一个命名惯例。

例如，从“名称格式”弹出式菜单中选取“原始文件名称”，以使用相机或卡中的原始文件名称储存文件。选取自

定名称格式，以使用指定名称储存原件。如果选取自定名称格式，请在“自定名称”栏中输入您想要的名称。有关

给文件命名的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35 页自动给导入的照片命名。

 6 点按“重新放置原件”。

将引用原件移到 Aperture 资料库
如果您将原件储存在不同硬盘位置，但想将其全部储存在 Aperture 资料库中以方便处理，则可以在浏览器中
选择引用图像，并将其原件移到资料库。Aperture 管理储存在资料库中的原件的各个方面，保持它们总是可用
并允许您将它们备份到保管库。

 1 在浏览器中，选择要将原件移到资料库的引用图像。

 2 选取“文件”>“统一原件”。

 3 通过点按“移动文件”或“拷贝文件”按钮，选取是想要将图像文件移到还是拷贝到 Aperture 资料库。

 4 点按“继续”。

按文件状态搜索照片

您可以使用文件状态来搜索照片。例如，您可以搜索属于引用图像、受管图像和联机或脱机图像的照片。

 1 在“资料库”检查器中，选择要搜索的项目。

 2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来显示“过滤器”HUD：

 • 选取“编辑”>“查找”（或按下 Command-F 键）。

 • 点按浏览器中搜索栏旁边的“过滤器”HUD 按钮 。

 3 在“过滤器”HUD 中，从右上角的“添加规则”弹出式菜单中选取“文件状态”，并选择“文件状态”复选框。 

 4 取消选择任何不属于查询的复选框，并从“文件状态”弹出式菜单中选取文件状态。

选择“文件状态”复
选框并选取要搜索

的文件状态。

67% resize factor



 第 3 章：处理项目和资料库 66

 5 从左上角的弹出式菜单中选取“任意”。

匹配搜索条件的照片将显示在浏览器中。

备份资料库

计划备份系统
开始使用 Aperture 时，务必定期备份照片。通过 Aperture 备份系统，您可以随时创建备份并对它们进行更
新。Aperture 能追踪您的备份，并显示您最近备份的更新程度。如果发生罕见的设备故障事件或无法预测的
灾难，如火灾或天气相关损坏，您可以轻松地将整个 Aperture 资料库恢复到您的电脑或新电脑。 

您可将 Aperture 设定为将资料库副本备份到名为保管库的指定储存区域。为安全和冗余起见，请使用外部硬
盘存放保管库。您可以根据需要创建任意多的保管库。 

备份照片时，Aperture 将以当前状态制作资料库的完整副本。如果从资料库中移除项目，则在下次更新时，将
从备份中移除这些项。

受管图像的所有原件、所有版本以及与照片相关的所有元数据、预览和调整信息都将备份。与引用图像相关的

版本、预览和元数据也备份在保管库中。

【重要事项】引用图像的原件不随资料库备份在保管库中。由于引用图像的原件储存在资料库外部，因此必须

单独管理其备份和归档。

用于 Aperture 的典型备份系统可能如下所示：

办公室 远程位置

Aperture 资料库
（内置磁盘）

保管库

（外置磁盘）

保管库

（不在现场、

定期更新）

此系统会将 Aperture 资料库备份到储存在外部硬盘上的两个保管库。您可如常将资料库备份到一个外部硬
盘上。您可将第二个硬盘用作异地存放的备份。您可以接着将现场外部硬盘与异地硬盘轮换，以更新所有保 
管库。

若要设置 Aperture 备份系统，需要执行以下操作：

 • 确定需要的保管库数。例如，您是否需要一个用于日常备份、一个用于每周备份和一个用于异地储存？

 • 确定需要用于日常备份的硬盘数。 

 • 确定将用于异地储存备份的硬盘数。

 • 将硬盘驱动器连接到电脑。

 • 打开 Aperture 并创建需要的保管库，即将硬盘指定给每个保管库。

 • 使用 Aperture 资料库的副本更新新的空保管库。

 • 断开其中一个保管库硬盘，然后将其送到异地位置进行保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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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需要的储存空间量时，估计存放现有数码图像（计划导入到 Aperture 的照片）所需的磁盘空间量以及新
项目可能需要的空间量。例如，RAW 图像的每个文件通常需要 8 至 25 或更多 MB 的磁盘空间。通过估计典型
项目的照片数及您一年通常创建的项目数，可以大概估计一年的储存空间。

创建和更新保管库
在备份文件之前，必须先创建保管库并为其指定硬盘。将磁盘指定给保管库后，Aperture 将使用保管库备份整
个资料库。您可以创建附加保管库并为其指定硬盘，且每个附加保管库也记录资料库的完整备份。

显示“保管库”面板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m 选取“窗口”>“显示保管库”（或按下 Shift-R 键）。

 m 点按“资料库”检查器下方的“显示保管库”按钮。

创建新保管库

 1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选取“文件”>“保管库”>“添加保管库”。

 • 从保管库操作弹出式菜单（“资料库”检查器下方）中选取“添加保管库”。

“保管库”操作弹出式菜单

一个对话框会出现，其中列出将备份到保管库的受管文件数和不包括的引用文件数。

 2 点按“继续”。

 3 在“添加保管库”对话框中，输入保管库的名称，选取存储它的位置，然后点按“添加”。

新的空保管库将显示在“保管库”面板中。

【重要事项】若要确保保留照片，请确定为每个保管库指定单独的外部硬盘驱动器。

更新新的空保管库

创建新保管库时，它将为空。一创建新保管库，您就应该更新它。

 m 在“保管库”面板中，点按保管库名称右侧的“保管库状态”按钮 。

查看指定给保管库的硬盘

 m 在“保管库”面板中，点按保管库名称旁边的显示三角形。 

显示三角形

您可以轻松查看保管库名称旁边提供的保管库可用空间量。确定为保管库指定足够的磁盘空间，以确保资料库

的完整备份，并允许资料库随着导入新照片而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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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所有连接的保管库

 1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选取“文件”>“保管库”>“更新所有保管库”。

 • 在“保管库”面板中，点按“更新所有保管库”按钮。

 2 在显示的对话框中点按“更新”。

更新现有保管库

 1 在“保管库”面板中，选择要更新的保管库。

 2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从保管库操作弹出式菜单  中选取“添加保管库”。

 • 点按保管库名称旁边的“保管库状态”按钮。

 3 在显示的对话框中点按“更新”。

永久移除保管库并删除其信息

需要重新配置备份系统时，可以删除整个保管库和其中的所有照片。将备份保管库移到容量较大的硬盘， 
且您想要从当前硬盘驱动器中删除保管库信息以将其用于其他用途时，这将很有用。

 1 在“保管库”面板中，选择要移除的保管库。

 2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选取“文件”>“保管库”>“移除保管库”。

 • 从保管库操作弹出式菜单  中选取“移除保管库”。

一个对话框会出现，询问您是否想要移除保管库。

 3 点按以下一个按钮：

 • 移除并删除：点按此按钮时，Aperture 不再跟踪保管库，且将从硬盘删除保管库的文件。

 • 移除：点按此按钮时，Aperture 不再跟踪保管库，但保管库的文件保留在硬盘上。

断开与保管库的连接并重新连接
您可如常从 Aperture 系统中断开备份硬盘驱动器，并将其送到完全的异地位置。从电脑断开备份硬盘
时，Aperture 会使相关保管库脱机。重新连接硬盘时，Aperture 将自动检测硬盘并将其连接到相应的保 
管库。

从 Aperture 系统中断开保管库的硬盘驱动器
 1 在 Finder 中，将硬盘驱动器的图标拖到废纸篓，或在 Finder 窗口的边栏中选择磁盘并点按“推出”按钮。

 2 从电脑断开硬盘驱动器。

指定保管库的新位置或路径

 1 将硬盘驱动器连接到电脑。

 2 若要显示“保管库”面板，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选取“窗口”>“显示保管库”（或按下 Shift-R 键）。

 • 点按“资料库”检查器下方的“显示保管库”按钮。

 3 选择要更新到新路径的保管库。

 4 从保管库操作弹出式菜单  中选取“更新保管库路径”。

 5 浏览到保管库在硬盘驱动器上的位置，选择它，然后点按“更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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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 Aperture 资料库
如果遇到设备故障或其他意外事件，如火灾或电脑发生天气相关损坏，您可以轻松地从储存在备份磁盘上的保

管库中恢复 Aperture 资料库。您还可以使用备份磁盘将资料库传输到另一台装有 Aperture 的电脑。

从外部备份磁盘中恢复整个资料库

 1 将包含最新保管库的硬盘驱动器连接到电脑并打开 Aperture。

 2 选取“文件”>“保管库”>“恢复资料库”。

“恢复资料库”对话框会出现。

 3 从“源保管库”弹出式菜单中选取要用来恢复资料库的保管库。

如果该保管库没有显示在“源保管库”弹出式菜单中，请从“源保管库”弹出式菜单中选取“选择源保管库”，在“

选择源保管库”对话框中导航到该保管库所在位置，然后点按“选择”。

 4 点按“恢复”，然后再次点按“恢复”。

修复和重建 Aperture 资料库
如果发生罕见的 Aperture 数据库损坏或其中的文件具有权限问题的情况，Aperture 将提供几种方法来重新
组成 Aperture 资料库及其内的文件关系。

修复或重建 Aperture 资料库
 1 关闭 Aperture（如果是打开的）。

 2 找到您想要修复的 Aperture 资料库，然后按住 Command 键和 Option 键并连按 Aperture 资料库。

“照片资料库急救”对话框会出现。

 3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若要修复 Aperture 资料库中文件的权限：选择“修复权限”。

Aperture 不能访问数据库中的某些图像文件或无法打开资料库时，应该使用此选项。“修复权限”选项将检
查 Aperture 资料库中的每个文件，并相应设定每个文件的读与写权限，从而允许 Aperture 再次访问 
文件。

【注】此选项不会重新放置原始图像文件处于脱机状态的引用图像。有关重新连接脱机图像的更多信息，请

参阅第 62 页处理引用图像。

 • 若要修复 Aperture 资料库文件：选择“修复数据库”。

如果您相信 Aperture 资料库出错，而不是图像文件访问问题，这是您第一个应该使用的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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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若要从头开始重建数据库：选择“重建数据库”。

重建大型资料库需要很长时间；如果您已尝试过修复数据库但资料库中的问题仍然存在，请使用此选

项。Aperture 将检查资料库的整个数据库并重建每个组件，直到重新组成原始 Aperture 资料库。

 4 根据选择，点按“修复”或“重建”。

Aperture 将修复资料库内的文件权限，或修复或重建资料库，然后打开应用程序工作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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浏览器概述
拍摄后，可能需要在项目中整理数百或甚至数千的照片。Aperture 提供了可在处理大量照片时提高效率的高
效方法。 

在“资料库”检查器中选择项目、文件夹或相簿时，其照片的缩略图将显示在浏览器中。您可在浏览器中选择照

片以处理它们。您可以移动和重新排列照片，旋转照片，制作新版本，以及从项目中删除照片。

“排序”弹出式
菜单 搜索栏

“缩略图调整大小”滑块

“网格视图”和“列表视图”
按钮

工具条

Aperture 提供了在浏览器中选择照片的快速高效方法。您可以使用箭头键快速选择要处理的一张照片或
多张照片。通过点按、拖移选择矩形和使用键盘快捷键，也可以选择照片。如果配合触控板使用 Aperture，
则可以使用扫动手势选择照片。有关在 Aperture 中使用手势的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436 页使用手势操作 
Aperture。

整理照片以及将照片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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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浏览器中，可以以三种视图中的任意一种显示缩略图：

 • 连续画面视图：显示单行照片，您可以从中选择和浏览照片。

检视器

连续画面视图中

的浏览器

 • 网格视图：以网格模式显示照片的缩略图。在整理照片、堆叠照片或将关键词指定给照片时，且可最轻松地

通过视觉识别照片和处理缩略图时，使用网格视图。

 • 列表视图：显示带有相关文件信息的照片列表。需要按相应文件属性（如图像日期、文件大小或评价）查看照

片或进行照片排序时，使用列表视图。

在浏览器中以列表视图

显示照片

列表视图是快速查看文件相关信息的绝佳方式。您还可以使用列表视图按任何列类别进行照片排序。点按列

标题可按该类别进行照片排序。

您还可以在浏览器中自定照片显示的信息。例如，可以将照片设定为显示文件名称以及 IPTC 数据和 EXIF 数
据。通过自定“浏览器和检视器元数据”窗口中的元数据选项，可以更改采用网格视图、列表视图和连续画面视

图时显示在浏览器中的信息。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183 页元数据叠层概述。

有关更改 Aperture 窗口布局配置的信息，请参阅第 425 页更改主窗口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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浏览和选择照片

在浏览器中浏览照片
您可以在浏览器中选择一个或多个缩略图大小的照片，然后在浏览器中修改它们或在检视器中以较大的格式查

看它们。在浏览器中选定的照片以白色边框高亮显示。选择照片群组时，较之其他所选照片，称为首选内容的最

常选择的照片以粗白色边框显示。

所有选定的照片都会显示

白色边框。

首选图像周围

是浓白色边框。

导航浏览照片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m 在浏览器中按下箭头键可左移、右移、上移或下移。

 m 使用滚动条可滚动浏览浏览器中的照片，然后点按您想要查看的照片。

 m 选取“窗口”>“显示控制栏”以显示控制栏。在控制栏中，点按“将所选内容左移”或“将所选内容右移”按钮。

将所选内容左移

将所选内容右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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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照片
在浏览器中选择照片是 Aperture 中的基本任务。了解众多可用于选择照片的方法有助于在处理照片时提高效
率和满意度。

您可以采用以下方法选择照片。

任务 操作

选择单张照片  • 点按照片。

 • 按下箭头键以浏览到照片。

选择一系列照片  • 选择第一张照片，然后选取“编辑”>“从选择处到结尾” 
（或按下 Shift-End 键），以将选择扩展至浏览器中的最
后一张照片。

 • 选择最后一张照片，然后选取“编辑”>“从选择处到开头”
（或按下 Shift-Home 键），以将选择扩展至浏览器中的
第一张照片。

 • 点按范围中的第一张照片，然后按住 Shift 键点按最后一
张照片。

 • 按下箭头键以选择第一张照片，然后按下 Shift 键和箭头
键以选择范围中的最后一张照片。

 • 拖移选择矩形以选择矩形内的所有照片。

在所选照片中选择照片  • 按下分号键 (;) 或按下 Option–Command–左箭头键，
以选择所选照片中的上一张照片。按下撇号 (’) 或按下 
Option–Command–右箭头键，以选择所选照片中的 
下一张照片。

在堆栈中选择照片  • 按下右箭头键或左箭头键。

选择非相邻照片  • 按住 Command 键点按要选择的照片。再次按住 
Command 键点按照片可取消选择。

滑过所选图像  • 按下 Command–左箭头键或 Command–右箭头键可 
按一张照片滑过当前所选照片。例如，可以一次一张照片地

左移或右移所选的三张照片。

选择下一个堆栈  • 选择堆栈后，按下 Option–Page Up 键或 Option–
Page Down 键。

选择或设定比较照片  • 选择照片，然后按下 Option-O 键。

取消选择比较照片  • 按下 Command-Return 键。

选择不同的比较照片  • 选择要用作比较照片的照片，然后按下 Return 键。

选择浏览器中的所有照片  • 选取“编辑”>“全选”（或按下 Command-A 键）。

仅选择首选照片，以取消选择所有其他照片  • 选取“编辑”>“减少选择”（或按下 Shift-E 键）。

取消选择浏览器中的所有照片  • 选取“编辑”>“取消全选”（或按下 Shift-Command-A 
键）。

 • 点按浏览器的灰色背景。

在快速预览模式中浏览照片
在浏览器和检视器中处理照片时，可以将 Aperture 设定为显示照片的 JPEG 表示，称为预览。因为预览的文
件比原始照片要小，所以 Aperture 可以更快速地显示照片。例如，浏览器中的缩略图是原件缩减到缩略图大
小的预览表示。 

同样，在检视器中选择照片时，Aperture 将在磁盘上读取较大原件时，先显示预览照片。接着在解码照片后，
显示完整原件。此过程先显示预览，然后几乎可以同时显示原件；或者，根据原件大小，最终显示可能会存在短

暂延迟。

有关创建和使用预览的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443 页预览图像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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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加速照片的访问和显示，可以打开快速预览模式。在快速预览模式中，Aperture 仅显示预览照片，而不读
取较大的原件。您可以使用快速预览模式快速地在照片之间移动和选择照片。例如，可使用快速预览模式快速

选择和堆叠照片，添加关键词，或更改其他元数据。但是，使用快速预览模式时，无法执行某些操作，如调整照

片。在快速预览模式中，不可用的工具和功能将显示为灰色。您可能会发现切换到快速预览模式是获得快速照

片访问的绝佳方法，具体取决于任务。

打开快速预览模式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m 选取“显示”>“快速预览”（或按下 P 键）。

 m 点按工具条中的“快速预览”按钮。

工具条中的“快速预览”按钮将变为黄色，且浏览器中所选照片周围的边框将从白色更改为黄色。

更改浏览器视图

在连续画面视图中处理照片
连续画面视图是浏览器的默认视图，在检视器下方将“资料库”检查器中所选内容中的照片显示为缩略图条。

您可以将连续画面视图和检视器结合使用，以快速在照片之间滚动，从而进行更改和比较照片。例如，您可以连

续选择多张照片，将其分组在堆栈中，应用评价，然后在检视器中并排比较照片。您可以使用右箭头键和左箭头

键快速在照片之间移动，且可以使用滚动条和往返移动控制滚动浏览照片。通过拖移连续画面顶部以方法其趋

于，可以调整连续画面中缩略图的大小。

检视器

连续画面视图中

的浏览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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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换到连续画面视图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m 选取“显示”>“浏览器”>“连续画面”（或按下 Control-F 键）。

 m 点按浏览器中的“连续画面视图”按钮。

【注】主窗口必须设定为拆分视图布局，才能在浏览器中访问连续画面。将主窗口设定为浏览器时，“连续画面

视图”按钮将消失。

连续往返移动连续画面视图中的照片

 m 按下 J 键可向左往返移动，按下 K 键可停止往返移动，或按下 L 键可向右往返移动。

【注】按下 J 键或 L 键多次可提高往返移动速度。

在网格视图中处理照片
网格视图将“资料库”检查器中的所选照片在浏览器中显示为缩略图网格。您想要快速检查大型缩略图照片

时，可以使用网格视图。将 Aperture 主窗口设定为自动显示浏览器时，可提供专用于查看缩略图的最大空间
量。您不妨将缩略图大小调整为便于选择和处理它们的大小。如果在“资料库”检查器中选择的照片很多，则还

可以使用往返移动控制或滚动条来滚动浏览照片。

有关将 Aperture 主窗口设定为自动显示浏览器的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425 页更改主窗口布局。

“缩略图调整大小”滑块
滚动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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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换到网格视图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m 选取“显示”>“浏览器”>“网格”（或按下 Control-G 键）。

 m 点按浏览器中的“网格视图”按钮。

调整缩略图大小

 m 拖移“缩略图调整大小”滑块以增加或减少缩略图的大小。

连续往返移动网格视图中的照片

 m 按下 J 键可向左往返移动，按下 K 键可停止往返移动，或按下 L 键可向右往返移动。

【注】按下 J 键或 L 键多次可提高往返移动速度。

使浏览器的背景变亮或变暗

根据工作偏好设置，您不妨使缩略图据以显示在浏览器中的背景变亮或变暗。背景越暗，它对照片中颜色的干

扰就越小。对照片执行颜色调整时，最好将背景设定为深色。您可以使背景变暗，从灰色阴影直到黑色，也可以

使其变亮，从灰色到白色。

 1 选取“Aperture”>“偏好设置”，或按下 Command-逗号键 (,)。

 2 在“偏好设置”窗口中，点按“外观”并拖移“浏览器背景亮度”滑块，以使背景变亮或变暗，然后关闭窗口。

在列表视图中处理照片
列表视图不是显示缩略图，而是按名称和图标显示照片，且附带评价、照片尺寸、文件大小和日期等信息。

切换到列表视图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m 选取“显示”>“浏览器”>“列表”（或按下 Control-L 键）。

 m 点按浏览器中的“列表视图”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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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取显示在列表视图中的信息类型

 1 选取“显示”>“元数据显示”>“自定”（或按下 Command-J 键）。

 2 在“浏览器和检视器元数据”对话框中，从“显示”弹出式菜单中选取列表视图选项。

显示三角形

 3 在“元数据栏”列中，点按元数据主群组旁边的显示三角形，以显示其中的选项。

 4 通过选择每种类型对应的复选框（以及取消选择要移除的元数据项目的复选框）来指定显示在列表视图中的元
数据的类型。

在“浏览器和检视器元数据”对话框的“元数据栏”列中选择的每个元数据项都将显示为列表视图中的列。

 5 如果需要，通过在“显示顺序”列中向上或向下拖移元数据项，重新排列元数据列的显示顺序。

所选元数据在“显示顺序”列中的从上到下顺序对应于列表视图中浏览器中从左到右的列顺序。在“显示顺序”

列中上移项目可将元数据列移到列表视图左侧。

“标记”将被移动并显示在
“关键词”后面。

 6 对所选元数据及其在列表视图中的显示顺序感到满意时，点按“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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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列表视图中重新排列元数据列

您可以重新排列元数据列，以将最重要的信息保留在视图中。

 m 选择列标头并将列拖到新位置。

正在拖移

“日期”列。

按类别在列表视图中对照片进行排序

列表视图的主要优势之一是可以快速地根据信息类别进行照片排序。在列表视图中点按列标题时，Aperture 
将重新进行照片排序，即按该类别进行排序。例如，可按日期进行照片排序。

 m 在浏览器中点按类别列标题。

以列表视图按

日期排列照片

放大列表视图中的缩略图图标

在列表视图中处理时，有时难以根据文件信息确定照片的内容。您可以放大列表视图中显示的缩略图图标，以

更好地查看照片。

 m 拖移“缩略图调整大小”滑块以增加或减少图标的大小。

在列表视图中给照片版本重新命名

您可以在导入文件后给文件重新命名。给文件重新命名时，您是在给照片版本重新命名，而不是原件。原件的文

件名称不变。

 m 选择照片，然后连按照片的版本名称并输入新名称。

在打开两个浏览器的情况下工作
您可以在一次在“资料库”检查器中打开两个项的情况下工作，即针对每个项将浏览器拆分为单独面板。

“项目”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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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浏览器拆分成两个面板

 m 在“资料库”检查器中选择一个项目，然后按住 Option 键点按“资料库”检查器中的第二个项目。 

浏览器会拆分成两个面板，并显示两个项目的缩略图图像。

您还可以针对每个面板设定不同的显示选项。例如，一个面板可能在网格视图中显示照片，而另一个在列表视图

中显示。您可能会发现，在打开多个浏览器面板的情况下工作时，让您可以将“资料库”检查器中一项的内容拷

贝或传输到另一项。您可以在“资料库”检查器中打开多项，并在单个浏览器中显示其内容。有关打开和关闭多

个项目的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51 页在“资料库”检查器中打开和关闭项目。 

设置和排列照片

在浏览器中将照片重新排列及排序
在浏览器中处理照片时，可以将其移到和重新排列到您喜欢的任何顺序或分组。例如，您可能想要将某个婚礼

项目（如切蛋糕）的所有相关照片都靠近存放，以让您可以轻松整理最佳照片，然后进行相应调整。 

您可以将照片拖到浏览器中的新位置。将照片拖到新位置时，可创建照片的自定排列方式，且“排序”弹出式菜

单将更改为显示“手动”选项。Aperture 将记录照片顺序，且只要您从“排序”弹出式菜单中选取“手动”，照片
都将按该顺序重新显示。

您还可以根据照片属性更改浏览器中的照片顺序，如文件名称、文件大小、日期、颜色标签、评价等。例如，按文

件名称显示照片时，Aperture 将按字母顺序放置照片。您还可以按日期或时间进行照片排序。您可在网格视
图、列表视图和连续画面视图中从“排序”弹出式菜单中选取排序属性。

从“排序”弹出式
菜单中选取排序

属性和方向。

重新排列浏览器中的照片

 m 在网格视图中：将您想要重新排列的照片拖到新位置；绿色栏显示时，释放鼠标键。

 m 在列表视图中：将您想要重新排列的照片拖到新位置；蓝色栏显示时，释放鼠标键。

在浏览器中恢复照片的手动排列方式

 m 从“排序”弹出式菜单中选取“手动”。

Aperture 将记住您上次的照片移动并恢复该排列方式。

更改浏览器中照片的显示顺序

 m 从“排序”弹出式菜单中选取排序属性。选取“升序”或“降序”可指定升序或降序排序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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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转照片
将照片导入到项目时，部分照片可能会按错误方向显示，因此需要旋转它们。工具条提供了可用于逆时针旋转

所选照片的“旋转”工具。您可以逐个旋转照片，或选择一个群组并一次旋转所有照片。您还可以使用键盘快捷

键选择照片和快速旋转照片。

逐个旋转照片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m 选择要旋转的照片，然后选取“照片”>“逆时针旋转”（或按下 [ 键），或者选取“照片”>“顺时针旋转”（或按
下 ] 键）。

 m 选择照片并点按工具条中的旋转工具来逆时针旋转该照片，或按住 Option 键点按旋转工具来顺时针旋转该
照片。

 m 请确定未选择任何照片，选择工具条中的旋转工具，然后点按照片以逆时针旋转照片，或按住 Option 键点按
照片以顺时针旋转照片。

旋转所选照片群组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m 选择照片群组，然后选取“照片”>“逆时针旋转”（或按下 [ 键），或者选取“照片”>“顺时针旋转”（或按下 ] 
键）。

 m 选择一组照片，然后点按工具条中的旋转工具来逆时针旋转这些照片，或按住 Option 键点按旋转工具来顺时
针旋转这些照片。

创建照片的版本
偶尔，您不妨制作照片的第二个版本。例如，您可能想要创建照片的另一个版本并应用不同的曝光设置或其他

调整，或针对特定用途进行相应更改，如针对放置在网页或相册中。

您可以复制原始图像或当前所选版本来创建新照片版本。复制版本时，对第一个版本作出的所有更改均会保留

到新版本中。如果已对照片进行一系列调整，且现在想要从原始照片开始并进行不同的调整时，可以复制原件

并使用全新的未更改照片开始。反之，如果您计划在多个版本中使用相同调整，您可以先进行该调整，然后复

制应用了该调整的版本。

根据原件创建新版本

 1 选择要复制的照片。

 2 选取“照片”>“从原件新建版本”（或按下 Option-G 键）。

复制所选照片版本

 1 选择要复制的照片。

 2 选取“照片”>“复制版本”（或按下 Option-V 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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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浏览器中删除照片
必要时，可以删除版本，甚至原件。 

删除照片时，您可以：

 • 从相簿中移除照片的版本，同时将任何其他版本保留在资料库中它们的原始位置。

 • 从堆栈中删除版本

 • 从项目中删除版本

 • 删除原件

从相簿中移除版本

 m 选择版本并选取“照片”>“从相簿中移除”（或按下 Delete 键）。

删除原件

照片在浏览器中按单个版本表示时，可以选择版本并删除它，且还将删除相应原件。

 1 选择版本。

 2 选取“文件”>“删除版本”（或按下 Command-Delete 键）。

原件及其版本都将移到 Aperture 废纸篓。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53 页使用 Aperture 废纸篓。

从堆栈中删除版本

当您创建照片的新版本时，您可以设定让 Aperture 将这些版本分组到堆栈（一组可以并排显示在浏览器中进
行比较的相关照片）中。您可以从此类版本堆栈中删除某个版本。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84 页创建堆栈。

 1 点按“堆栈”按钮来打开堆栈，然后选择要删除的版本。

 2 选取“文件”>“删除版本”（或按下 Command-Delete 键）。

删除的版本将移到 Aperture 废纸篓。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53 页使用 Aperture 废纸篓。

从项目中删除版本

 m 选择照片、视频片段或音频片段，然后选取“文件”>“删除版本”。

该版本及其原件（如果您删除其上一个版本）会被移到“废纸篓”中。

删除版本堆栈及其原件

您可以选择包含同一照片的版本的堆栈，并删除堆栈中的所有图像版本以及原件。

 1 选择要删除的堆栈。

 2 选取“文件”>“删除原始图像和所有版本”。

原件及其所有版本都将移到 Aperture 废纸篓。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53 页使用 Aperture 废纸篓。

恢复删除的照片

如果意外删除您想要保留的照片，且不能通过选取“撤销”恢复，不妨从 Aperture 废纸篓恢复它。

 1 在“资料库”检查器中，选择废纸篓。

当前位于 Aperture 废纸篓的所有照片都将显示在浏览器中。

 2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将您意外删除的照片重新拖回其原始项目。

 • 按住 Control 键点按意外删除的照片，并从子菜单中选取“放回原处”。

如果您已经清倒 Aperture 废纸篓，您也许可以从 Finder 废纸篓中恢复照片。如果您已经清倒 Finder 废
纸篓，但是您在删除照片前备份了资料库，您也许可以从保管库恢复包含删除的照片的项目。如果在清倒 
Aperture 废纸篓后更新了保管库，则保管库将不包含删除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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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原始图像文件重新命名
有时，您不妨给原始图像文件重新命名，以符合在 Aperture 中指定给照片版本的名称。尽管 Aperture 将跟
踪原件，而不管其名称，但图像文件名称在 Aperture 内外均匹配通常很有用，特别是原件是引用图像时。有关
处理引用图像的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62 页处理引用图像。

给原件重新命名

 1 在浏览器中，选择一张照片或一组照片。

 2 选取“元数据”>“成批更改”（或按下 Shift-Command-B 键）。

 3 在“成批更改”对话框中，从“版本名称格式”弹出式菜单中选取命名约定，以指定您想要的原件命名方式。

例如，从“版本名称格式”弹出式菜单中选取“版本名称”，以将原始文件名称更改为符合 Aperture 中相应版
本的名称。如果选取自定名称格式，请在“自定名称”文本栏中输入您想要的名称。有关给文件命名的更多信

息，请参阅第 35 页自动给导入的照片命名。

 4 选择“应用到原始文件”复选框，然后点按“好”。

这将给对应于所选照片的原始文件重新命名。有关使用“成批更改”对话框的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193 页成批
更改元数据。

将照片拖到不同项目和相簿
您可以将照片拖到不同项目和相簿。Aperture 会将照片移到或拷贝到新位置，具体取决于照片拖移位置。

通常，将照片拖到不同项目时，Aperture 会将照片移到新项目。

将照片拖到不同相簿时，Aperture 将创建照片的重复版本并将其放在相簿中。照片可以拷贝到同一项目的任
何相簿中或不同项目的相簿中。目的相簿可以是相簿、相册相簿、看片台相簿、幻灯片显示或 Web 日记或网页
相簿。

将照片拷贝到不同相簿

 m 将照片拖到“资料库”检查器中的其他相簿。

将照片移到不同项目

 m 将照片拖到“资料库”检查器中的其他项目。

将照片拷贝到不同项目

 m 按住 Option 键将照片拖到“资料库”检查器中的其他项目。

您还可以将照片拖移出智能相簿。如果将照片从智能相簿拖到其他相簿，版本将拷贝到新位置。如果将照片拖

到与包含智能相簿的项目不同的项目，Aperture 会将照片移到目的项目。至其他相簿中的版本的所有链接都
将保持。有关使用智能相簿的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142 页在新智能相簿中收集照片。

堆叠照片和进行挑选

堆叠照片概述
为了实时捕捉特定时刻，如新娘和新郎接吻或学生足球队员进球，摄影师可能会使用包围式曝光和连续拍摄来

拍摄多张照片，以提供捕捉可用照片的概率。拍摄该系列后，摄影师可检查图像并挑选该群组中的最佳照片。

检查许多相关照片并进行挑选将很耗时且很难。Aperture 简化了在一系列照片中选取最佳照片的过程，方法
是让您可以将相关照片分组到相片集（称为堆栈）中，以方便检查、处理和选择最终精选照片。

Aperture 可以对快速连拍的照片进行分组，或者对同一张照片的不同版本进行分组，以自动地创建堆栈。您
还可以手动选择照片和创建堆栈。

67% resize factor



 第 4 章：整理照片以及将照片排序 84

堆栈在浏览器中显示为一组缩略图。表示堆栈的照片称为精选照片，将被选定并显示在左侧。您可以选择堆栈

中的任何照片作为精选照片，且它将移到堆栈中的最左位置。您可以重新排列堆栈中的照片顺序。例如，您可选

取备选照片并将其放在精选照片旁边。“堆栈”按钮将显示在堆栈中精选照片的左上角，指明堆栈中的照 
片数。

该“堆栈”按钮表
示堆栈中照片的

数目。

显示为展开的堆栈包含

三张照片。

创建堆栈并选择精选照片后，可以通过点按精选照片上的“堆栈”按钮关闭堆栈。关闭堆栈后，仅堆栈的精选照

片显示在浏览器中。再次点按“堆栈”按钮可展开堆栈。

只有在关闭堆

栈时才显示精

选照片。

通过关闭堆栈，可在最终照片编辑中选择照片时，快速减少必须目测整理的照片数。 

创建堆栈后，可以根据需要整理和更改它们。您可以将照片添加到堆栈并移除不属于堆栈的照片。您还可以根

据需要将堆栈拆分为多个堆栈。

【重要事项】当您在 iPhoto 中打开 Aperture 资料库时，仅显示堆栈的精选照片。堆栈中的照片不显示出来，
也无法访问，但它们未被丢弃。若要处理堆栈中的照片，请在 Aperture 中打开 Aperture 资料库。

创建堆栈
您可以采用两种方式创建堆栈：可以指定 Aperture 自动创建堆栈，也可以手动创建堆栈。例如，快速连拍一系
列照片（如体育赛事）或以包围式曝光方式拍摄照片以允许灯光或曝光差异时，您最可能想要一起查看这些照

片。拍摄该系列的图片时，Aperture 可以根据相机记录的元数据自动堆叠照片。

连续快速拍摄的

一系列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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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还可以让 Aperture 在您创建同一张照片的新版本时自动对新版本进行分组。

自动堆叠照片

 1 在“资料库”检查器中，选择包含您想要堆叠的照片的项目或相簿。

 2 选取“堆叠”>“自动堆叠”（或按下 Option-Command-A 键）。

 3 在“自动堆叠图像”HUD 中，拖移滑块以指定堆栈中连续拍摄的最大间隔。

移动滑块以表示连

续镜头的最大时间

间隔。

拖移滑块时，浏览器中的照片将根据指定的时间间隔堆叠。例如，通常以 15 秒间隔拍摄一系列相关照片时，请
将滑块设定为 15 秒。

 4 检查堆叠，以确定是否应该缩短或延长时间间隔。 

【注】您还可以手动选择“导入”浏览器的照片，然后使用用于堆叠浏览器中的照片的相同命令和过程堆叠和分

散照片。

自动创建新版本堆栈

 1 选取“Aperture”>“偏好设置”，或按下 Command-逗号键 (,)。

Aperture“偏好设置”窗口将会出现。

 2 点按“通用”按钮，然后选中“自动堆叠新版本”复选框。

手动创建堆栈

导入照片后，您不妨快速检查它们，并删除立即看到技术或内容瑕疵的照片。接着，您不妨将其余照片分组到堆

栈中，然后再进行评价。手动堆叠照片有助于提供初始组织方式和照片概览，接着可以稍后进行更加细化或更

有却别的评价。

 1 在浏览器中，选择您想要堆叠的照片。

您可以按住 Shift 键并点按相邻照片和按住 Command 键并点按非相邻照片来选择照片。

【提示】若要快速选择一系列照片，请选择系列一端的照片，按住 Shift 键，然后按住右箭头键或左箭头键以选
择附加照片。

 2 选取“堆叠”>“堆叠”（或按下 Command-K 键）。

所选照片现在会堆

叠，其周围具有深

灰色方框。

“堆栈”按钮显
示在当前精选

照片上。

所选照片现在已堆叠并以灰色显示为已链接。“堆栈”按钮在浏览器中显示为当前精选照片左上角上的叠层。

您可以根据需要更改精选照片并重新排列堆栈中的照片顺序。

67% resize factor



 第 4 章：整理照片以及将照片排序 86

分散所选照片

 m 创建堆栈后，选取“编辑”>“撤销”，或选择堆栈中的照片并选取“堆叠”>“分散”（或按下 Shift-Command-K 
键）。

打开和关闭堆栈
您可以根据需要关闭堆栈并再次打开堆栈。您不妨执行此操作，以释放浏览器中的空间。您还可以关闭堆栈，以

在选择照片供最终照片编辑时，快速减少必须目测整理的照片数。关闭堆栈后，仅堆栈的精选照片显示在浏览

器中。

关闭或打开堆栈

 m 若要关闭堆栈：选择打开的堆栈，然后选取“堆叠”>“关闭堆栈”（或按下 Shift-K 键）。

 m 若要打开堆栈：选择关闭的堆栈，然后选取“堆叠”>“打开堆栈”（或按下 Shift-K 键）。

您也可以点按精选照片上的“堆栈”按钮以关闭或打开堆栈。

只有在关闭堆

栈时才显示精

选照片。

关闭或打开所有堆栈

 m 若要关闭所有堆栈：选取“堆叠”>“关闭所有堆栈”，或按下 Option-分号键 (;)。

 m 若要打开所有堆栈：选取“堆叠”>“打开所有堆栈”，或者按下 Option-撇号键 (’)。

设定堆栈的精选照片
精选照片表示堆栈。您可以将您最喜欢的照片设定为精选照片，或让 Aperture 可以自动设定精选照片。在浏
览器中手动选择和堆叠照片时，最左侧的照片将成为精选照片。您可以根据需要随时更改精选照片。

如果同一个堆栈出现在多个相簿中，则可以为每个相簿中的堆栈指定不同的精选照片。例如，网页相簿中的堆

栈可能具有一个精选照片，且相册相簿中的同一堆栈可能具有已针对打印调整的不同精选照片。相簿精选照片

出现在浏览器中图像缩略图的顶部，带有相簿精选照片标记。

将照片设定为堆栈精选照片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m 在堆栈中选择照片，然后选取“堆栈”>“精选”，或按下 Command-反斜杠键 (\)。

 m 将您想要的照片拖移到堆栈中的精选照片（或最左侧）位置。看到绿色栏显示时，释放鼠标按钮。

选择显示在多个相簿中的堆栈的相簿精选照片

 m 在堆栈中选择照片，然后选取“堆叠”>“设定相簿精选图像”，或者按下 Shift-Command-反斜杠键 (\)。

若要从堆栈清除相簿精选，请选取“堆叠”>“清除相簿精选图像”，或再次按下 Shift-Command-反斜杠 
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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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堆叠的照片
您可以更改堆栈中的照片顺序，在堆栈中添加或移除照片，将堆栈拆分为多个堆栈，并将堆栈（或堆栈中的照

片）拖到新位置。

升级堆栈中的照片

您可以更改堆栈中的照片顺序，以帮助选取精选照片和备选照片。向左移动照片可升级；向右移动照片可 
降级。

 m 若要升级照片：选择照片，然后选取“堆叠”>“提升”，或按下 Command–左方括号键 ([)。 

 m 若要降级照片：选择照片，然后选取“堆叠”>“下降”，或按下 Command–右方括号键 (])。

您也可以将照片拖到堆栈中的新位置。看到绿色栏显示时，释放鼠标按钮。

在堆栈中添加或移除照片

您可以随时将照片添加到堆栈和从堆栈中移除照片。您可以将照片拖移到或拖移出堆栈，也可以将照片从一个

堆栈拖移到另一个堆栈。

 m 若要添加照片：选择堆栈中的照片和您想要添加到堆栈的照片，然后选取“堆栈”>“堆栈”（或按下 
Command-K 键）。

 m 若要移除照片：选择照片，然后选取“堆叠”>“抽出项目”（或按下 Option-Shift-K 键）。

您也可以将照片拖进或拖出展开的堆栈。

拆分堆栈

您可以将一个堆栈拆分为多个堆栈，以改善照片的组织方式。所有照片都将保持堆叠状态，但现在属于新堆

栈。选择作为拆分点的照片将成为新堆栈的精选照片。

 1 在展开的堆栈中，选择您想要用作新堆栈中的第一张照片的照片。

选择所需照片作

为新堆栈中的第

一个图像。

 2 选取“堆叠”>“拆分堆栈”（或按下 Option-K 键）。

所选图像会变为新堆栈

中的精选图像，其标有

白色外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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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堆栈拖到新位置

 m 将堆栈关闭，然后将堆栈拖到浏览器中的新位置。

整个堆栈被重新定位。

您也可以将照片拖进或拖出堆栈。但是，如果将堆栈内的照片拖移到新项目，则整个堆栈都将移到新位置。 

将堆栈拖移到网页相簿、Web 日记相簿、相册相簿或幻灯片显示相簿时，整个堆栈都将显示在浏览器中，但仅
堆栈精选照片可用于发布到网页、Web 日记、相册和幻灯片显示中。

比较堆栈中的照片
您也可以使用堆栈视图功能并排比较查看精选照片和堆栈中的其他任何照片。启用此功能时，在浏览器中点按

堆栈会打开堆栈并在检视器中显示其精选照片（显示在堆栈中下一个最左端的照片旁）。您可以点按堆栈中的

任何其他照片来更改比较照片。

此堆栈查看功能还适用于全屏幕视图。

将检视器设定为打开和比较堆栈中的两张照片

 m 选取“显示”>“主检视器”>“堆栈”（或按下 Option-T 键）。

堆栈中的精选照片与当前其右边的照片会显示在检视器中。精选照片周围将显示绿色边框，而备选照片周围将

显示白色边框。

【提示】检视器处于堆栈模式时，可以按下上箭头键和下箭头键以在堆栈之间移动。 

选择其他备选照片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m 按下左箭头键和右箭头键。

 m 在堆栈中选择任何照片。

升级或降级堆栈中的备选照片

 m 若要升级备选照片：按下 Command–左方括号键 ([)。

 m 若要降级备选照片：按下 Command–右方括号键 (])。

备选照片在浏览器中向左或向右移动一个位置。

将备选照片设定为堆栈精选照片

 m 按下 Command–反斜杠键 (\)。

移到堆栈最左边的照片会成为精选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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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止比较堆栈中的照片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m 按下 Command-Return 键。

 m 从“显示”>“主检视器”菜单中选取其他选项。

 m 选择在浏览器中但不在堆栈中的照片。

在列表视图中处理堆栈
如果需要，可以在列表视图中创建和处理堆栈。您可以选择要堆叠的照片，选择精选照片，添加和移除照片，以

及拆分堆栈，如同在连续画面视图和网格视图中一样。

点按精选照片左侧的显

示三角形以查看堆栈中

的照片。

在列表视图中，堆栈通过精选照片名称旁边的显示三角形识别。

在列表视图中打开和关闭堆栈

 m 点按精选照片名称旁边的显示三角形。 

通过拖移、按下键盘快捷键或从“堆栈”菜单中选取命令，可以在列表视图中处理堆栈中的照片。

给照片评分

给照片评分概述
评价照片能快速简便地帮您缩小打算处理的照片数量范围。以后还能帮您找到最佳照片。

在拍摄完成后，摄影师们常常会检查照片并确定哪些照片是值得处理的。尽管用简单的“是或否”来评估照片也

可以很好地处理少量的照片挑选，但对于大量相似的照片（仅细节有所不同）来说，摄影师们就需要一种有条理

的备注方法来确定，哪些照片是优秀作品、哪些值得进一步检查、哪些质量不佳或者没有保留价值。简单而有效

的评价系统可以帮助您在挑选过程中缩小需要关注的照片数量范围。 

评价过程简单，结果有力。如果您可以轻松地从 500 张图片中识别出 100 张无需处理，那么移除这些照片将
减少您 20% 的工作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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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erture 提供了从“精选”到“拒绝”的照片评价系统。可以轻松解读的照片评价会作为叠层显示在照片上。正
面评价以星形显示；您可以用一到五颗星评价照片，其中五颗星表示最高评分或“精选”。负面评价或“拒绝”显

示为 X。

X 表示负面评价
（拒绝）。

星表示正面评价。5 星表示最高评价
（精选）。

评价照片的过程非常简单，只需选择一幅照片，然后点按“信息”检查器中的评分按钮。

点按评价按钮

以指定和更改

照片评价。

您还可以使用键盘快捷键快速分配或更改评价。 

您可以一次性选择和评价多张照片。在“检视器”、“浏览器”、“看片台”以及“全屏幕”视图中，您都可以检查和

评价照片。完成照片评价后，Aperture 可让您根据评价对照片进行排序。

您可以使用“过滤器”HUD 来隐藏或显示照片的特定评价。例如，在初次评价后，您可以设定“过滤器”HUD 
仅显示评价为一颗星的那些照片。然后您可以进一步查看和更加精炼选择，或者开始调整流程。Aperture 预
置为隐藏评价为“拒绝”的照片，所以您可能需要更改“过滤器”HUD 设置才能看到拒绝的照片。

确保选择此复选框，然后从弹出式菜

单中选取选项。 

将滑块滑到某个评价。

已拒绝的照片显示有白色的 X 叠层。正面评价显示有白色的星叠层。如果照片上未显示叠层，则该照片会被认
定为适中或尚未评价。

67% resize factor



 第 4 章：整理照片以及将照片排序 91

评价工作流程
您可以将照片评价用作工作流程的一部分，帮助您将庞大的照片分组削减为较小的首选图片分组。有时候，您可

以一次性完成选择流程，尤其是在照片分组不大的情况下。如果图像分组很大，就可能需要额外的评价和挑选

流程。 

多次对照片进行评价可以让您慎重进入照片编辑流程。您可以体系化地评价照片，然后从视图中移除某些评价

级别的照片，以便处理最佳的照片。

下文是执行多次评价照片的建议工作流程。

多次评价照片

 1 首先对所有明确不可接受的照片分配“拒绝”评价。

如果“过滤器”HUD 设定为显示未评价照片或更好照片（默认设置），则已拒绝的照片会立即消失。

 2 在接下来的评价流程中，对可以获得 1 星或更好的任何照片分配正面评价。留下您不确定如何评价的照片。

 3 若要隐藏所有未评价照片，请显示“过滤器”HUD，并指定大于等于一星的评价作为搜索标准。

只有那些具有一星或更好评分的照片会仍然显示在“浏览器”中。

 4 在接下来的评价流程中，对可以获得一星以上评分的照片分配二星评分。

 5 更改“过滤器”HUD 中的搜索标准，以便只显示评价为二星或更好的照片。

 6 在接下来的评价流程中，对可以获得二星以上评分的照片分配三星评分。

 7 更改“过滤器”HUD 中的搜索标准，以便只显示评分为三星或更好的照片。

 8 在接下来的评价流程中，对可以获得三星以上评分的照片分配四星评分。

 9 更改“过滤器”HUD 中的搜索标准，以便只显示评分为四星或更好的照片。

 10 在接下来的流程中，对最佳照片分配五星或“精选”评分。 

 11 在“过滤器”HUD 中指定等于五星的评分。

只有评分为“精选”的照片会仍然显示在“浏览器”中。现在，您可以集中精力处理那些值得注意的照片了。

您还可以在项目中设置一系列“智能相簿”，每个“智能相簿”代表从“拒绝”到“精选”之间的一个评价。随着您

在项目中评价照片，“智能相簿”中也会收集到那些具有匹配评价的照片。然后，您可以检查每个“智能相簿”中

的照片以验证其是否属于“智能相簿”的评价类别。随着您循序渐进地更改照片的评价，您设置的“智能相簿”

中的内容也会动态变化，收集那些符合其评价设置的照片。

有关使用智能相簿的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142 页在新智能相簿中收集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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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照片评分和比较照片
您可以使用信息检查器或控制栏中的评分按钮来快速评价所选照片。

为了快速高效地进行评价，您可以使用箭头键选择照片，然后使用适当的键盘快捷键来应用评价。有关用来给

照片应用评价的键盘快捷键的更多信息，请选取“帮助”>“键盘快捷键”。

您也可以一次给多张照片应用评价。如果照片已经被分配了各种各样的评价，您可以按照同等的量（如一颗星）

调高或调低照片的评价。

对于那些真正的艰难抉择，Aperture 允许您比较和评价“精选”照片，帮助您在相近的备选照片中作出抉择。
当您尝试从一小组构图相似的照片中选取一张时，这将非常有用。 

例如，要从一组头像摄影中选出最佳照片，往往是比较困难的。即使头像拍摄的时间间隔并不长，拍摄主体的面

板表情也可能有轻微的变化。通过逐个比较和评价照片，您可以更轻松地从相似的照片中进行选择。

使用信息检查器中的评分按钮来评价单张照片

 1 选择照片。

 2 在信息检查器或“检查器”HUD 的“信息”面板中，点按一个评分按钮。

点按评价按钮

以指定和更改

照片评价。

【注】只要选定了照片，您就可以更改其评价。

使用控制栏中的评分按钮来评价单张照片

 1 选择照片。

 2 若要显示控制栏，请选取“窗口”>“显示控制栏”（或者按下 D 键）。

 3 点按控制栏中的评分按钮以分配一个评价。

拒绝 

调低评价 选择 

调高评价 

 • 若要给照片分配最高评价：点按“精选”按钮。

 • 若要分配“拒绝”评价：点按“拒绝”按钮。 

 • 若要调高或调低照片评价：点按“调高评价”或“调低评价”按钮。 

【注】只要选定了照片，您就可以更改其评价。

 4 若要选择下一张照片，请按下右箭头键或左箭头键，或者点按控制栏中的左箭头按钮或右箭头按钮。

一次给多张照片应用相同的评分

 1 选择您想要评价的照片。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74 页选择照片。

67% resize factor



 第 4 章：整理照片以及将照片排序 93

 2 点按控制栏中的评分按钮，或者按下代表评价的键盘快捷键。

有关用来给照片应用评价的键盘快捷键的更多信息，请打开 Aperture 并选取“帮助”>“键盘快捷键”。

您指定的评价会

显示在所有选定

的照片上。

比较和评价照片

 1 通过点按工具栏中的“拆分视图”按钮  来确保浏览器和检视器都已显示出来。

 2 在“浏览器”中，选择可能的最佳照片。

 3 若要将此照片设定为“比较”照片，请选择“显示”>“主检视器”>“比较”（或者按下 Option-O 键）。

比较照片会现在在“检视器”和“浏览器”中，并带有绿色边框。而接下来选择的照片会显示在比较照片的右侧，

带有白色边框。如果您想要对比比较照片查看另一张照片，只需选择它。您选择的备选照片会出现在“检视器”

中比较照片的右侧。

比较照片具有

绿色边框。

备用照片具有

白色边框。

如果您有第二台显示器，并且想要在不同的显示器上查看每张照片，请选取“显示”>“备选检视器”>“跨越” 
（或者按下 Option-S 键）。

 4 通过执行以下一项操作来评价比较照片：

 • 若要分配“精选”评价：按下 Option-反斜杠键 (\)。

 • 若要调高比较照片的评价：按下 Option–等号键 (=)。

 • 若要调低比较照片的评价：按下 Option-连字符键 (-)。

评价会作为叠层显示在比较照片上。

67% resize factor



 第 4 章：整理照片以及将照片排序 94

 5 通过执行以下一项操作来评价备选照片：

 • 若要分配“精选”评价：按下反斜杠键 (\)。

 • 若要调高备选照片的评价：按下等号键 (=)。

 • 若要调低备选照片的评价：按下连字符键 (-)。

 • 若要分配“拒绝”评价：按下数字键 9。

评价会作为叠层显示在备选照片上。

 6 若要浏览下一个备选图像，请按下右箭头键或左箭头键，或者点按控制栏中的左箭头按钮或右箭头按钮。

新的备用图像会显示

在浏览器中，具有白色

边框。

如果您发现新选的照片是更好的选择或者具有最高评价，可以将它换为比较照片，方法是按下 Return 键或选
取“编辑”>“设定比较项”。然后您可以针对此照片检查和比较备选照片，从而确认最佳照片。

 7 按下 Command-Return 键以关闭比较功能。

按评价排序照片
在评价照片之后，您可以依据特定评价来给照片排序。例如，在初次进行评价之后，您可以选取只显示那些评价

为“精选”的五星照片。然后，您就可以进一步检查和精炼所选范围，或者开始调整图像。您可以使用“浏览器”

搜索栏中的弹出式菜单或者“过滤器”HUD 中的“评价”控制来按评价给照片排序。

【注】按评价给原始图像文件排序时，图像文件不会被删除。它们只是暂时从视图中移除。

有关使用“浏览器”的搜索栏来按评价给照片排序的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137 页搜索和显示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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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过滤器”HUD 来按评价给照片排序
 1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来显示“过滤器”HUD：

 • 选取“编辑”>“查找”（或按下 Command-F 键）。

 • 在“浏览器”中，点按搜索栏旁边的“过滤器”HUD 按钮。

浏览器中的“过滤器 HUD”
按钮

 2 选择“评价”复选框。

将滑块滑到某个评价。

确保选择此复选框，然后从弹出式菜

单中选取选项。 

 3 从“评价”弹出式菜单中选择一个选项。

 • 若要仅显示具有某一特定评价的照片：选取“是”。

 • 若要显示具有特定评价或更好评价的照片：选取“大于或等于”。

 • 若要显示具有特定评价或更低评价的照片：选取“小于或等于”。

 4 拖移“评价”滑块以指定一个评价。

“浏览器”会立即显示那些符合特定评价标准的照片。

再次查看所有照片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m 取消选择“过滤器”HUD 中的“评价”复选框。 

 m 按下 Control-6。

查看未评价或更好的所有照片

 m 按下 Control–重音符键 (`)。 

仅查看拒绝照片

 m 按下 Control-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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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关键词添加到照片

关键词概述
关键词是描述性单词，指定给照片版本且存储为元数据。例如，全家福可包括肖像、家庭、父亲、母亲、女儿、丈

夫、妻子、公园、客户、精选和已购买等。

将关键词添加到照片有助于整理照片及快速地找到特定照片。

将关键词应用到照片后，可以让 Aperture 将照片的关键词显示在检视器和浏览器中。您也可以在“信息”检查
器中查看所选照片的关键词。

分配给照片的

关键词

您可以使用“智能设置”HUD，按照片的关键词来快速找到照片，并且可以使用智能相簿自动地使指定了特定关
键词的照片成组。例如，您可以在资料库级别创建名为“已购买”的智能相簿，以使所有带关键词已购买的照片

自动成组。如果要快速检查您的客户随时间购买的照片，您只需打开名为“已购买”的智能相簿即可。

您还可以根据将来的意图，将关键词应用到照片。例如，您可以创建智能网页相簿来收集已应用用于 Web 关
键词的照片。在检查照片时，将关键词用于 Web 应用到您认为值得发布到网站上的任何照片。带关键词用于 
Web 的所有照片现在将收集到智能网页相簿。如果稍后改变主意，不想将照片发布到网站上，您总是可以移除
该关键词。一旦移除关键词，就会将照片从智能网页相簿中移除。

如果将照片卖给图像资料库，则可以将指定给照片的关键词导出为 IPTC 数据。在导出过程中，Aperture 会将
关键词分别嵌入图像文件中，作为符合 IPTC 标准的关键词栏。应用到照片的关键词越多，潜在客户越有可能找
到照片。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334 页将 IPTC 元数据和关键词应用到照片。

【重要事项】如果打算将关键词导出为 IPTC 数据，请确保关键词短语的长度不超过 64 个字符。如果关键词
短语较长，则可能无法在其他 IPTC 编辑器或操作系统中正确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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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关键词有几种方法：

 • 使用“关键词”HUD

“关闭”按钮

搜索栏

关键词群组

关键词列表

“移除关键词”按钮

“锁定”按钮

“添加关键词”按钮

“添加下级关键词”按钮

 • 使用控制栏中的关键词控制、预置和关键词栏

关键词控制

 • 通过“举出和粘贴”HUD 来使用“举出”和“印章”工具

工具条中的“举出”
工具

工具条中的“印章”
工具

 • 使用“信息”检查器

 在此处添加关键词。

“元数据视图”弹出式菜单

您可以在检视器和浏览器中使用元数据叠层视图来显示照片关键词。将在照片底部或照片下方出现的叠层中显

示您的关键词。然而，您必须选取元数据视图来包括关键词，如“通用”或“说明和关键词”。

有关在检视器和浏览器中打开元数据叠层的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183 页元数据叠层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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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也可以使用元数据工具提示查看照片的关键词，当您将鼠标指针放在浏览器或检视器的照片上方时，会出现

浮动的信息窗口。您可以通过按下 Control-T 键来打开和关闭元数据工具提示。

元数据工具提示

查看照片的关键词
您可以在“信息”检查器、“检查器”HUD 的“信息”面板或浏览器（设为列表视图时）中查看照片的关键词。

在“信息”检查器中查看照片的关键词

 1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来显示“信息”检查器：

 • 选取“窗口”>“显示检查器”（或按下 I 键），然后点按“信息”标签。

 • 点按工具栏中的“检查器”按钮，然后点按“信息”标签。

 2 从“元数据视图”弹出式菜单中选取元数据视图来包括关键词，如“通用”或“说明和关键词”。

 3 在浏览器中，选择照片来查看其关键词。

应用到所选照片的任何关键词都会显示在“信息”检查器的“关键词”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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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检查器”HUD 的“信息”面板来查看照片的关键词
 1 显示“检查器”HUD 的“信息”面板，方法是选取“窗口”>“显示检查器 HUD”（或按下 H 键），然后点按“信

息”按钮。

 2 从“元数据视图”弹出式菜单中选取元数据视图来包括关键词，如“通用”或“说明和关键词”。

从“元数据视图”弹出式菜单中
选取一种元数据视图。

“关键词”栏

 3 选择照片来查看其关键词。

应用到所选照片的任何关键词都会显示在“检查器”HUD 的“信息”面板的“关键词”栏中。

在浏览器的“关键词”栏中查看关键词

将浏览器设定为列表视图时，Aperture 可以显示一列来列示指定给照片的关键词。

 1 若要将浏览器设定为列表视图，请点按“列表视图”按钮（或者按下 Control-L 键）。

浏览器将切换到列表视图。

 2 选取“显示”>“元数据显示”>“自定”（或按下 Command-J 键）。

“浏览器和检视器元数据”对话框会出现。

 3 从“视图”弹出式菜单中选择列表视图选项。

 4 确保在“元数据栏”列中选择了“关键词”复选框，方法是点按“IPTC 和内容”显示三角形。

可以在“内容”类别中找到“关键词”复选框。

 5 点按“好”。

 6 在浏览器中，您可以调整“关键词”列的大小，方法是拖移列标题的边缘以查看所有指定给照片的关键词。

每张照片的关键词都会出现在“关键词”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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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关键词”HUD 来应用关键词
“关键词”HUD 提供了一种高效方式，来将关键词应用到照片。只需将关键词拖到检视器或浏览器中的任何照
片或所选照片即可。 

关键词群组

关键词列表

“关键词”HUD 包含您可以浏览和搜索的预定义关键词资料库。您也可以添加新关键词、移除关键词并创建
关键词群组。例如，如果您将关键词鱼添加到列表，则可能想要在鱼关键词下添加天使鱼、海豚、金枪鱼和鲨鱼

以进一步定义照片。

“关键词”HUD 会使用您所添加的任何关键词自动进行更新。例如，在“信息”检查器中输入新关键词时，该关
键词也会出现在“关键词”HUD 中。如果更改关键词（例如，更改其拼写或大小写），则该关键词会在其被指定
给的所有照片上进行更新。

在“关键词”HUD 中输入大量关键词后，出现拼写错误在所难免。修改现有关键词的错误很容易。

使用“关键词”HUD 来分配关键词
 1 若要显示“关键词”HUD，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选取“窗口”>“显示关键词 HUD”（或按下 Shift-H 键）。

 • 点按工具栏中的“关键词”按钮。

“关键词”HUD 会出现。

 2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若要浏览关键词：上下滚动检查关键词，然后点按显示三角形以显示每个关键词群组中的关键词。

点按关键词群组旁边的显示三角形以

显示该群组中的所有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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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若要搜索关键词：在“关键词”HUD 搜索栏中键入您要查找的关键词。

在搜索栏中输入关键词

。

 3 若要选择要应用的一个或多个关键词，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点按以选择列表中的单个关键词。

 • 按住 Shift 键按上箭头或下箭头键来选择若干关键词。

 • 按住 Shift 键点按一组相邻的关键词。

 • 按住 Command 键点按不相邻的关键词。

所选关键词在关键词列表中是高亮显示的。

 4 若要应用关键词，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如果浏览器处于连续画面视图或网格视图中：将关键词或所选关键词从“关键词”HUD 拖到检视器或浏览
器中的照片或所选照片。

…到照片。从“关键词”HUD 拖移
关键词…

 • 如果浏览器处于列表视图中：将关键词或所选关键词从“关键词”HUD 拖到浏览器列表中的照片选择。该关
键词会出现在照片的“关键词”列中。

【注】取决于所设定的元数据选项，“关键词”列可能不会出现。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98 页查看照片的
关键词。  

 • 如果 Aperture 设定为全屏幕视图：将一个关键词、所选关键词或关键词群组从“关键词”HUD 拖到屏幕
上或连续画面中所显示的照片或所选照片。

关键词会应用到照片或所选照片中。若要查看应用到照片的关键词，请参阅第 98 页查看照片的关键词。

将新关键词添加到关键词资料库

 1 若要显示“关键词”HUD，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选取“窗口”>“显示关键词 HUD”（或按下 Shift-H 键）。

 • 点按工具栏中的“关键词”按钮。

“关键词”HUD 会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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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点按“添加关键词”按钮。

关键词列表中会出现新的未命名关键词。

点按“添加关键词”按钮以
添加新关键词。

关键词列表中会显示未

命名的新关键词。

 3 键入新关键词的名称，然后按下 Return 键。

将在关键词资料库中添加新关键词。

新关键词会添加到关键词资料

库，并按字母顺序排序。

将关键词添加到关键词群组

 1 在“关键词”HUD 中，选择要在其中添加关键词的关键词群组。

 2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点按“添加下级关键词”按钮，键入新关键词，然后按下 Return 键。

未命名的新关键词会显示在此

列表的关键词群组中。

点按“添加下级关键词”
按钮以在关键词群组中

添加关键词。

 • 将现有关键词添加到关键词群组。

新关键词会出现在您所选择的关键词群组中，而且在群组中按字母顺序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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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内含关键词的新关键词群组

 1 在“关键词”HUD 中，点按“添加关键词”按钮，然后键入新关键词群组的名称。

 2 在选择新关键词群组的名称后，点按“添加下级关键词”按钮，键入关键词，然后按下 Return 键。

您刚添加的关键词会成为新群组中的第一个关键词。

 3 若要将另一个关键词添加到新群组，请点按“添加下级关键词”按钮，键入关键词，然后按下 Return 键。

将关键词或关键词群组从关键词资料库中移除

 1 在“关键词”HUD 中，选择要移除的关键词或关键词群组。

所选关键词将会高亮显示。

 2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点按“移除关键词”按钮。

 • 按下 Delete 键。

所选关键词将被移除。列表

中的下一个关键词会被自动

选定。

点按“移除关键词”
按钮以移除

关键词。

如果您尝试移除的关键词被指定给资料库中的任何照片，则会出现一个对话框，指示其使用次数。如果仍要移

除关键词，请点按“从所有版本移除”。 

【重要事项】将关键词从关键词资料库中移除，会将该关键词从其所指定给的任何照片中移除。

在“关键词”HUD 中修改现有关键词
在“关键词”HUD 中输入大量关键词后，出现拼写错误在所难免。修改现有关键词的错误很容易。

 1 在“关键词”HUD 中，连按要更改的关键词。

所选关键词会高亮显示，您可以编辑它。

 2 改正后按下 Return 键。

如果您尝试修改的关键词被指定给资料库中的任何照片，则会出现一个对话框，指示其使用次数。如果仍要更

改关键词，请点按“在所有版本中重新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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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如果您打算输入大量关键词，较容易的作法是使用“文本编辑”应用程序，以制表符分隔的文本文件 
(.txt) 格式输入关键词，然后将关键词列表导入 Aperture。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111 页导出和导入关键词
列表。

使用关键词控制和关键词预置来应用关键词
应用和移除关键词的一种方法是使用控制栏左侧中的关键词控制。默认情况下，关键词控制不会显示。

关键词控制

您可以将新关键词添加到照片或应用属于关键词预置群组（相关关键词群组）的预置关键词。Aperture 会提
供关键词预置群组，并且您可以创建自己的关键词预置群组来包括您经常使用的关键词。

选取关键词预置群组时，Aperture 会将特定关键词指定给控制栏中的关键词按钮。这可让您设定控制栏来显
示最常用的关键词。

在控制栏中显示关键词控制

 m 选取“窗口”>“显示关键词控制”（或按下 Shift-D 键）。

“关键词预置群组”
弹出式菜单

“添加关键词”栏

关键词按钮显示分配

给数字键 1–8 的单个
关键词

以下关键词控制会出现：

 • 关键词按钮：这些按钮会显示所选关键词预置群组中的预置关键词。前八个关键词会指定给 Option 键和
键盘上数字键（1 到 8）的键盘快捷键组合。按下 Option 键和键盘（不是数字小键盘）上的数字键，以将
预置关键词添加到所选照片，或者点按关键词按钮。控制栏最多可以容纳 20 个关键词按钮。若要移除通
过点按按钮来应用的关键词，请按下 Option-Shift 键和按钮的相应数字键。若要移除所有关键词，请按下 
Option-Shift-9 键。

 • “添加关键词”栏：在此栏中键入新关键词，然后按下 Return 键以将它添加到所选照片。如果该关键词以
前被用过，那么在您键入时，Aperture 会自动补全该关键词。如果“关键词”HUD 已锁定，则会询问您是否
要解锁“关键词”HUD 并将关键词添加到关键词资料库，或者是否要将关键词添加到照片。若要移除您刚
应用的关键词，请再次键入该关键词并按下 Shift-Return 键。使用关键词栏来移除的关键词不会从“关键
词”HUD 中移除。

 • “关键词预置群组”弹出式菜单：使用此弹出式菜单来选取您想要显示的关键词预置群组。您也可以使用逗

号键 (,) 和句点键 (.) 来快速地前后循环浏览关键词预置群组。群组中的前八个关键词会指定给 Option 键
和数字键 1 到 8 的键盘快捷键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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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取关键词预置群组

 1 在浏览器中选择照片或照片群组。

 2 在控制栏中，从“关键词预置群组”弹出式菜单中选取关键词预置群组。

选取要使用的关键词预

置群组。

控制栏中的关键词按钮会根据您所选取的关键词预置群组进行更新。

“关键词预置群组”
弹出式菜单会显示

您的选择。

关键词按钮现在会显示

您所选取的群组中的关

键词。

将预置关键词添加到照片

 1 选择要指定关键词的照片。

 2 在控制栏中，从“关键词预置群组”弹出式菜单中选取关键词预置群组。

 3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选取“元数据”>“添加关键词”，然后从子菜单中选取所需关键词。

 • 按下 Option 键和数字键 1 到 8 来指定前八个关键词中的一个。

 • 点按控制栏中的关键词按钮。 

将预置关键词从照片中移除

 1 选择带所要移除预置关键词的照片。

 2 在控制栏中，从“关键词预置群组”弹出式菜单中选择关键词预置群组。

 3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选取“元数据”>“移除关键词”，然后从子菜单中选取要移除的关键词。

 • 按下 Option-Shift 键和数字键 1 到 8 来移除前八个关键词中的一个。

 • 按住 Shift 键点按控制栏中的关键词按钮。 

67% resize factor



 第 4 章：整理照片以及将照片排序 106

使用关键词控制来应用新关键词

 1 在浏览器中，选择一张照片或一组照片。

 2 在控制栏的“添加关键词”栏中键入新关键词，然后按下 Return 键。

在此栏中输入关键词，然后按

下 Return 键。

选择要应用

新关键词

的照片。

您所输入的关键词现在会应用到照片或照片群组。

创建关键词预置群组并将关键词指定给该群组

 1 在控制栏中，从“关键词预置群组”弹出式菜单中选取“编辑按钮”。

选取“编辑按钮”以添加新的
关键词预置群组。

“编辑按钮集”对话框会出现。 

左侧的“名称”列会列出已存在的关键词预置群组。在此列中选择关键词预置群组时，群组中包括的关键词会

出现在中间的“内容”列中。若要添加或移除关键词，您可以将它们添加到“内容”列或者将它们从“内容”列中

移除。“关键词资料库”列会列出关键词资料库中的现有关键词。您可以将关键词从此列表拖到“内容”列。您

也可以使用“关键词资料库”列下方的控制，将关键词和关键词群组添加到关键词资料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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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若要创建新的关键词预置群组，请点按“添加”按钮 (+)。

“名称”列中会出现一个未命名的关键词预置群组。

点按“添加”按钮
以添加关键词预

置群组。

此列表中会显示未命名

的新预置群组。

 3 键入新关键词预置群组的名称，然后按下 Return 键。

 4 将关键词从“关键词资料库”列拖到“内容”列。 

“添加关键词”按钮

如果需要，您可以选择多个关键词并将它们同时拖到“内容”列。按住 Shift 键并按上箭头或下箭头键以选择
若干关键词，按住 Shift 键点按以选择相邻的关键词，或者按住 Command 键点按以选择不相邻的关键词。
如果有一个很长的关键词列表，您可以在搜索栏中键入要查找的关键词来找到它。您也可以通过点按“添加关

键词”按钮，将新关键词添加到“关键词资料库”列。然后，您可以将新关键词添加到“内容”列。

 5 如果想要重新排列“内容”列中的关键词，请以喜欢的顺序来拖移关键词。

前八个关键词会指定给 Option 键和键盘上数字键（1 到 8）的键盘快捷键组合。若要将关键词从列中移除，请
选择它并按下 Delete 键，或者点按列下方的“移除”按钮 (–)。

 6 在依次排列关键词后，点按“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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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举出和粘贴”HUD 来应用关键词
您可以使用“举出和粘贴”工具，将一张照片的所有或部分关键词快速地应用到其他照片。使用“举出和粘贴”

工具可以高效地将关键词和其他类型的元数据（如评价）应用到大量照片。“举出和粘贴”工具也可以应用对照

片所作的调整，如裁剪、拉直、曝光更改及其他调整。有关使用“举出和粘贴”工具来应用调整的更多信息，请参

阅第 205 页应用标准调整。 

“举出和粘贴”工具提供了相应的 HUD，您可以使用它来查看和移除您从一张照片举出（拷贝）的项目，再将它
们粘贴到另一张照片。

举出照片中的所有关键词并将它们粘贴到另一张照片或照片群组

 1 选择照片。

 2 选择“举出”工具（或按下 O 键）。

工具条中的“举出”
工具

工具条中的“印章”
工具

“举出和粘贴”HUD 会出现。

此处显示所选图像的所有

信息。

照片的所有元数据（如已应用的调整、评价和关键词）都会出现在“举出和粘贴”HUD 中。

 3 取消选择除“关键词”之外的所有复选框，或者在该 HUD 中选择项目并按下 Delete 键以移除这些项目。

确保仅选择了一个“关键词”
复选框。

 4 若要从“举出和粘贴”HUD 应用关键词，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使用“印章”工具来选择关键词要指定给的照片。

 • 在浏览器中使用选择工具来选择一组照片，然后点按“举出和粘贴”HUD 中的“粘贴所选图像”按钮。

第一张照片的关键词会应用到其所粘贴到的所有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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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精简的关键词选择粘贴到照片

在许多情况下，您不需要拷贝一张照片的所有关键词并粘贴到另一张照片。为此，您可以选择特定关键词来应

用到其要粘贴到的照片。

 1 选择照片。

 2 选择“举出”工具（或按下 O 键）。

工具条中的“举出”
工具

工具条中的“印章”
工具

“举出和粘贴”HUD 会出现。

 3 在“举出和粘贴”HUD 中，取消选择除“关键词”之外的所有图像信息复选框。

 4 点按“关键词”显示三角形以显示所选照片的关键词。

 5 若要移除任何不需要粘贴到照片或照片群组的关键词，请在列表中选择每个不需要的关键词并按下  
Delete 键。

选择不想粘贴的关键词，然后

按下 Delete 键。

 6 若要从“举出和粘贴”HUD 应用关键词，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使用“印章”工具来选择关键词要指定给的照片。

 • 在浏览器中使用选择工具来选择一组照片，然后点按“举出和粘贴”HUD 中的“粘贴所选图像”按钮。

精简的关键词选择会应用到所选照片。

快速举出并粘贴照片元数据和调整

您可以使用键盘快捷键，将一张照片的关键词以及所有其他元数据和调整，快速地举出并粘贴到另一张照片。

 1 选择照片，然后按下 Shift-Command-C 键以举出照片的元数据。

 2 选择照片或照片群组，然后按下 Shift-Command-V 键以将元数据粘贴到所选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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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也可以从一个 RAW 图像举出“RAW 微调”参数值并粘贴到另一个图像。默认情况下，RAW 微调调整会包括
在举出和粘贴操作中。如果不想举出和粘贴 RAW 微调调整，您必须在“举出和粘贴”HUD 中取消选择它们。
有关举出和粘贴调整的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205 页应用标准调整。有关 RAW 微调调整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第 301 页RAW 微调控制概述。

取消选择“RAW 微调”
复选框。

仅对元数据执行举出和粘贴操作

您可以使用“举出和粘贴”HUD，仅举出和粘贴元数据。

 1 选择带要拷贝的元数据或关键词的照片。

 2 选取“元数据”>“举出元数据”。 

“举出和粘贴”HUD 会出现，仅显示元数据和关键词信息。

 3 选择照片或照片群组，然后点按“粘贴所选图像”按钮。

仅所选元数据和关键词会被应用到照片选择。

使用“信息”检查器来应用关键词
选择照片时，您可以使用“信息”检查器来查看照片的关键词并添加新关键词（如果需要的话）。

使用“信息”检查器来应用关键词

 1 选择照片。

 2 选取“窗口”>“显示检查器”（或按下 I 键），然后点按“信息”。

 3 从“元数据视图”弹出式菜单中选取“说明和关键词”。

指定给照片的所有关键词都会出现在“关键词”栏中。

“元数据视图”弹出式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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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若要添加关键词，请在“关键词”栏中键入关键词。

【注】所有关键词都必须用逗号 (,) 隔开。

在看片台中将关键词应用到照片
您可以使用看片台，随意地排列照片选择。将照片编成群组后，您可以将关键词同时应用到照片群组。例如，如

果创建看片台相簿，其中包含婚礼的精彩镜头，您可以根据照片所显示的婚礼部分，将照片成组。排列图像后，

您可以根据需要应用关键词，如准备、婚礼、仪式、正式镜头和接待等。

在看片台中将关键词应用到照片群组

 1 在“资料库”检查器中选择看片台相簿。

 2 点按工具栏中的“关键词”按钮（或者按下 Shift-H 键）。

“关键词”HUD 会出现。

 3 在看片台或浏览器中，选择关键词要指定给的照片群组。

 4 将合适的关键词从“关键词”HUD 拖到所选照片。

关键词会立即应用到所选照片。

有关使用看片台的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168 页看片台概述。

将关键词从照片中移除
您可以移除应用到照片的关键词。

移除照片的所有关键词

 1 选择照片。

 2 选取“元数据”>“移除关键词”>“移除所有关键词”（或者按下 Option-Shift-9 键）。

使用“信息”检查器来移除特定关键词

 1 如果“信息”检查器未显示，请点按工具栏中的“检查器”按钮，然后点按“信息”。

 2 从“元数据视图”弹出式菜单中选取“说明和关键词”。

 3 在“关键词”栏中，选择并删除任何需要从照片中移除的关键词。

使用控制栏中的关键词控制从照片群组中移除单个关键词

 1 选择照片群组。

 2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在控制栏的“添加关键词”栏中，键入要移除的关键词，然后按下 Shift-Return 键。

 • 如果关键词是预置的关键词，请按住 Shift 键点按控制栏中的关键词按钮。

关键词会从所选照片中移除。

有关使用控制栏的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104 页使用关键词控制和关键词预置来应用关键词。

导出和导入关键词列表
您可以导出和导入关键词列表以共享给其他 Aperture 用户并传输到其他 Aperture 系统。您也可以根据需要
为特定项目创建关键词列表，然后导入它们。导出关键词列表时，您的所有关键词都将放入一个简单的制表符分

隔的文本文件 (.txt) 中。制表符分隔的列表是以层次结构设置的，该结构与“关键词”HUD 的层次结构匹配。

导出关键词列表

 1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在“关键词”HUD 中，点按“导出”按钮。

 • 在“编辑按钮集”对话框中，点按“导出”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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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在出现的对话框中，给关键词列表指定一个名称，选取位置，然后点按“存储”。

关键词列表会作为文本文件 (.txt) 存储到您所选取的位置。

导入关键词列表

在导出关键词列表后，您可以将文件传输到另一个 Aperture 系统并导入它。您也可以使用其他应用程序（如“
文本编辑”）来手动创建或编辑关键词列表，并且可以将列表导入到 Aperture，前提是列表遵循制表符分隔的
文本文件结构。

 1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在“关键词”HUD 中，点按“导入”按钮。

 • 在“编辑按钮集”对话框中，点按“导入”按钮。

 2 在出现的对话框中，浏览到关键词列表文件并点按“打开”。

“关键词”HUD 会更新以包括所导入关键词列表中所有的新关键词。

使用面孔来按人物来整理照片

面孔概述
随着图像资料库的增加，定位特定人物的照片变得越来越难。通常，您需要将整个图像资料库合并在一起，然后

给每张照片添加关键词来识别照片中的所有人物，这是一个艰巨的过程。Aperture 使用称为“面孔”的强大面
孔检测和面孔识别技术，帮助您自动实现这个过程。

“面孔”技术会识别您资料库中包含面孔的所有照片。然后，您通过将名称指定到面孔来完成识别过程，选择包

含有面孔的照片，然后点按“名称”按钮以给照片中的主题指定名称。

“未命名”面孔标签将显示在主体面孔下方，且您可在面孔标签中输入人物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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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您已经标识了照片中的一个人物，可以使用“面孔”视图来帮助您将人物的姓名指定到其他照片中。“面

孔”视图会显示您已命名的所有人物的快照。 

当您连按人物的快照时，Aperture 会打开“面孔”浏览器并显示已命名的快照和其他可能包含相同面孔的建议
照片。

然后您可以确认或拒绝建议的匹配项。当您将照片添加到资料库时，Aperture 会继续分析您的照片并建议与
已命名的面孔相匹配的项。

给照片命名后，您就可以轻松查看指定人物的所有照片了。您还可以使用“智能相簿”来收集指定人物的所有图

片。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142 页在新智能相簿中收集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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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名称添加到照片中的面孔
若要开始使用 Aperture 中的“面孔”，必须先通过指定面孔的名称，识别照片中的人物。

定位框面孔标签“名称”按钮

“给面孔命名”HUD

将名称指定到照片中的面孔

 1 在浏览器中，选择带有人物的照片。

 2 点按工具栏中的“名称”按钮。

在检视器中，面孔标签显示在照片中人物的面孔下方。

 3 点按人物面孔下方的面孔标签，然后在文本栏中输入人物名称。

输入人物名称时，面孔标签中将建议已指定给面孔的名称以及“通讯录”中的名称。

【注】如果要将建议限制为已在项目中命名的面孔，请选择“限制为项目建议”复选框。

 4 您对面孔标签中的人物名称感到满意时，按下 Return 键。

人物名称将显示在面孔标签中。

 5 在面孔标签中输入照片中每个人物的名称，然后点按“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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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缺少的面孔

如果照片中存在 Aperture 未检测到的面孔，仍可以将面孔标签添加到面孔并指定其名称。

 1 如果需要，点按工具栏中的“名称”按钮。

 2 在“给面孔命名”HUD 中，点按“添加缺少的面孔”按钮。

一个下方显示面孔标签的定位框会出现。

 3 将定位框拖到您想要命名的面孔上，然后调整框大小，以便使其仅包含该面孔。

 4 在面孔标签中输入名称，然后按下 Return 键。

 5 重复步骤 2-4，直到照片中缺少面孔标签的所有标签均已命名。

 6 识别照片中的所有面孔后，请点按“完成”。

给照片中的人物重新命名

 1 选择包含要重新命名的人物面孔的照片。

 2 点按工具栏中的“名称”按钮。

 3 选择要更改名称的人物的面孔标签，然后在文本栏中输入新名称。

 4 给照片中的面孔重新命名后，请点按“完成”。

删除面孔标签

 1 选择包含要移除的面孔标签的照片。

 2 点按工具栏中的“名称”按钮。

 3 将指针放在人物面孔上，然后点按定位框左上角的“移除”按钮。

这将移除定位框和面孔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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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面孔”视图中查看照片
将名称指定给多张照片中的人物后，可以检查同一人物的建议照片。

进入“面孔”视图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m 在“资料库”检查器中，选择“面孔”。

主窗口将切换到“面孔”视图，其中显示整个资料库中每个已命名的人物的快照。

 m 在“资料库”检查器中，选择项目，然后点按工具栏中的“面孔”按钮。

主窗口将切换到“面孔”视图，其中显示“资料库”检查器的当前所选项目中每个已命名的人物的快照。

将照片设定为快照的关键照片

进入“面孔”视图时，将显示每个在 Aperture 资料库中命名的人物的快照。通过使用指针浏览快照，可以快速
查看人物的确认照片。您还可以选取该人物的个人收藏照片来表示快照，也称为关键照片。

 1 使用指针浏览快照。

 2 找到该人物的个人收藏照片时，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按下空格键。

 • 按住 Control 键点按照片，然后从快捷菜单中选取“设为关键照片”。

查看特定人物的所有照片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m 在“面孔”视图中，连按人物快照。

 m 点按工具栏中的“名称”按钮，然后在检视器中点按位于人物面孔下方的面孔标签中的“显示面孔视图”按钮。

“显示面孔视图”
按钮

“面孔”浏览器会出现，其中显示该人物的所有确认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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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认人物的照片

将名称指定给新面孔后首次打开“面孔”浏览器时，Aperture 会将该人物的所有建议照片都显示在“面孔”浏
览器的下半部分。

 1 在“面孔”浏览器底部，点按“确认面孔”按钮。

“点按以确认”叠层将显示在每张建议照片的底部。

 2 若要将面孔确认为匹配项，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若要确认单张照片中的面孔：点按照片。

人物名称将显示在照片下方。

 • 若要确认多张建议照片中的面孔：按住 Shift 键点按照片。

人物名称将显示在每张照片下方。

 3 若要拒绝照片成为匹配项，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点按照片，然后再次点按以拒绝它。

 • 按住 Option 键点按照片。

“不是 [面孔名称]”将显示在照片下方。

 4 完成照片确认后，点按“完成”。

确认的照片将移到“面孔”浏览器的顶部。

【注】确认或拒绝显示在每张照片中的人物的面孔时，通过按下 Option 键点按“更新”按钮，可以让 
Aperture 建议附加照片。按下 Option 键时，“完成”按钮将更改为“更新”按钮。点按“更新”按钮时，还将存
储您做出的任何确认和拒绝决定。

自定“面孔”浏览器

随着人物的确认照片数增加，会难以识别小缩略图中的人物面孔。若要让识别照片中的人物面孔变得轻松，可

以放大缩略图，或从显示整张照片切换到仅显示面孔。

 m 若要显示整张照片：在“面孔”浏览器中，点按“照片”按钮。 

“面孔”浏览器中的缩略图将恢复为显示整张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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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 若要仅显示面孔：在“面孔”浏览器中，点按“面孔”按钮。

“面孔”浏览器中的每个缩略图都将裁剪为仅显示人物面孔。

 m 若要放大缩略图：在“面孔”浏览器中，向右拖移“缩略图调整大小”滑块。

 m 若要返回到“面孔”视图：点按“面孔”浏览器顶部的“所有面孔”按钮。

按面孔搜索照片
给显示在资料库照片中的人物命名时，命名面孔数将快速增加。查找特定人物的照片是个简单的过程。

搜索特定人物的照片

 1 在“资料库”检查器中，选择“面孔”。

 2 在“面孔”视图中，在搜索栏中输入要查找的人物的名称。

面孔视图搜索栏

Aperture 将显示在搜索栏中输入名称的人物的快照，从而从视图中移除所有其他人。

再次显示所有面孔

 m 在“面孔”视图中，点按搜索栏右侧的“还原”按钮（带有 X）。 

在资料库中识别的所有人物的快照都将重新显示在“面孔”视图中。

您可以使用浏览器中的“过滤器”HUD 针对照片中的人物执行更复杂的搜索。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第 139 页使用条件组合进行搜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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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地点来按位置整理照片 

地点概述
在 Aperture 中，您可以使用“地点”功能按位置整理和浏览照片。

如果您有具备 GPS 功能的相机或 iOS 设备，Aperture 会将您的照片按位置分类并将 GPS 位置标记转换为
地点名称，如温哥华、加拿大。Aperture 还可以转换来自 GPS 追踪器（其中包括 iPhone 应用程序生成的追
踪器）和 iPhoto 照片的照片位置信息。使用“地点”视图，您可以了解照片拍摄的地点。

如果您没有具备 GPS 功能的相机或 iOS 设备，您仍可以充分利用“地点”。通过以下方式，您可以将位置指定
给照片：

 • 将照片从浏览器拖到“地点”视图中地图上的合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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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键入位置的名称或者在“地点”视图搜索栏中输入地址，然后点按“指定位置”按钮

 • 输入地点名称或者在“信息”检查器的“地图”面板中的“位置”栏中输入地址

显示/隐藏地图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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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照片位置
Aperture 会存储指定给照片的每个位置。

【重要事项】若要使用“地点”，您的设备必须连接到互联网。

如果您使用具备 GPS 功能的相机或 iOS 设备拍摄照片，Aperture 会自动在“地点”视图中的地图上绘制每张
照片的位置。使用“地点”视图，可采用多种方式查看照片的位置和与位置相关的照片。

查看 Aperture 资料库中被指定了位置的所有照片
 1 在“资料库”检查器中，选择“地点”。

“地点”视图将出现，用红色大头针表示指定了位置的照片。

 2 通过执行以下一项操作来放大特定位置：

 • 从“地点”视图顶部的其中一个“地点路径导航器”弹出式菜单中选取一个位置。

Aperture 会调整地图的位置以显示所选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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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地点”视图中，使用缩放滑块和按钮来放大照片群组的位置。

缩小

放大

放大地图时，用单个大头针标记的、成组在一起的照片位置开始用它们自己的大头针标记。

 • 将指针放在表示照片群组位置的大头针的上方，然后使用捏合手势来放大或缩小地图。

放大地图时，用单个大头针标记的、成组在一起的照片位置开始用它们自己的大头针标记。缩小地图时，用单

个大头针标记的照片位置会合并（因为它们的距离非常接近），从而形成较少的大头针。

查看照片或照片群组的位置信息

 1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若要查看整个资料库中的照片的照片位置：在“资料库”检查器中，选择“地点”。

 • 若要查看“资料库”检查器中所选项目中的照片的照片位置：在“资料库”检查器中选择包含指定了位置信息

的照片的某个项目，然后点按工具栏中的“地点”按钮。

Aperture 主窗口将切换到“地点”视图。红色位置大头针会标记照片或照片群组的拍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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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在浏览器中，选择一张照片。

在“地点”视图中，位置标签显示在大头针上方，表示照片的拍摄位置。位置标签指出了位置名称和在该位置捕

捉的照片数。

“位置”标签

选定的照片

查看与位置相关的照片

 1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在“资料库”检查器中，选择“地点”。

 • 在“资料库”检查器中选择包含指定了位置信息的照片的某个项目，然后点按工具栏中的“地点”按钮。

Aperture 主窗口将切换到“地点”视图。红色位置大头针会标记照片或照片群组的拍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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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选择一个红色大头针。

采用大头针标记的照片会在浏览器中显示为选定。

在所选位置

拍摄的照片

位置大头针

快速查找位置

将位置指定给 Aperture 资料库中的照片时，位置列表会快速增长。尽管您可能在全世界拍摄了照片，您还是
可以使用“地点”视图中的搜索栏快速找到照片拍摄的位置。

 1 在“资料库”检查器中，选择“地点”。

Aperture 主窗口将切换到“地点”视图。

 2 在“地点”视图的搜索栏中输入要查找的位置。

您在搜索栏中输入的文本与您已经指定的位置匹配时，该位置会出现在搜索结果列表的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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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在搜索栏下方出现的列表中选择正确位置。

所选位置的位置大头针会出现在“地点”视图中。

【注】您也可以使用“信息”检查器的“地图”面板来移除照片的位置信息。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133 页使
用信息检查器来处理位置信息。

查看用相同位置的大头针表示的照片的精确位置

取决于“地点”视图中的缩放设置，Aperture 可能使用单个大头针来代表拍摄得非常接近的一组照片。但是，
您可以查看照片群组中各张照片精确的拍摄位置。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m 在“地点”视图中，点按大头针，然后点按位置标签上的位置箭头。

点按位置箭头以查看此大头针

所表示照片的精确位置。

“地点”视图将放大照片群组的位置，并用大头针标记各张照片的位置。某些照片会保持成组在一起，并用单

个位置大头针标识，前提是这些照片拍摄得非常接近。点按位置标签上的位置箭头以作进一步放大。

 m 在“地点”视图中，使用缩放滑块和按钮来放大照片群组的位置。

缩小

放大

放大地图时，用单个大头针标记的、成组在一起的位置开始用它们自己的大头针标记。

 m 使用捏合手势来放大和缩小。

放大地图时，用单个大头针标记的、成组在一起的位置开始用它们自己的大头针标记。 

 m 按住 Command 键并拖移地图的特定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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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会放大选择矩形表示的区域。

按住 Command 键在地图上
拖移矩形来放大该区域。

在“地点”视图中调整地图的位置

放大地图时，您可能需要调整地图的位置。您还可以点按“概览地图面板”按钮来打开或关闭“概览地图” 
面板。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m 通过拖移来移动地图。

 m 拖移“概览地图”面板中的红色方框，该面板显示在“地点”视图的右下角。

点按此按钮可打开和关闭“概览
地图”面板。

更改地图视图
您可以在“地点”视图中使用三种不同的地图视图：

 • “标准”视图：该视图显示的地图有传统描述的公路、公园、边距、水体等等。

地图视图按钮

 • “混合”视图：该视图显示的地图有传统描述且在卫星图像上重叠的公路和地点名称。

 • “卫星”视图：该视图将地图显示为卫星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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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点”视图中更改地图视图

 m 若要切换到“标准”视图：请点按“标准”按钮。

 m 若要切换到“混合”视图：请点按“混合”按钮。

 m 若要切换到“卫星”视图：点按“卫星”按钮。

给照片添加位置
您不需要具备 GPS 功能的相机或 iOS 设备就可使用“地点”。在“地点”视图中添加位置信息简单得像将照片
从浏览器拖到“地点”视图中地图上照片拍摄位置所在的区域一样。另一个选项是在“地点”视图中的搜索栏中

输入特定位置，从搜索栏下方的搜索结果列表中选择一个位置，然后点按“指定位置”按钮。您也可以指定一个

较大的地理区域（如某个城市或国家公园），作为一个通用位置并指定给照片。

手动将位置指定给浏览器中的照片

 1 在“资料库”检查器中选择包含要将位置信息指定给它们的照片的项目。

 2 点按工具栏中的“地点”按钮。

Aperture 主窗口将切换到“地点”视图。红色大头针会标记已有位置信息的照片的拍摄位置。

 3 在“地点”视图中调整地图的位置以显示要指定给照片的位置，方法是拖移和放大地图。

 4 在浏览器中，选择照片或照片群组，然后将照片拖到“地点”视图中地图上的合适位置。

带有位置标签的大头针会出现，它标记了照片或照片群组的拍摄位置。位置标签指出了位置名称和在该位置捕

捉的照片数。

“地点”视图底部还会出现一个对话框，通知您可以移动大头针来更改指定给所有照片（与该大头针有关的照

片）的位置。

选定的照片

带位置标签的红色

大头针会标记所选

照片的拍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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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点按“完成”。

大头针表示您指定的位置已指定给所选照片，并且浏览器中缩略图的上方会出现位置标记（红色大头针）。

位置标记

搜索位置并将该位置指定给所选照片

 1 在“资料库”检查器中选择包含要将位置信息指定给它们的照片的项目。

 2 如果主窗口不在“地点”视图中，请点按工具栏中的“地点”按钮。

Aperture 主窗口将切换到“地点”视图。红色大头针会标记已有位置信息的照片的拍摄位置。

 3 在浏览器中，选择要为其指定位置的照片。

 4 选取“元数据”>“指定位置”。

 5 在出现的对话框中，在搜索栏中输入要搜索的位置。例如，您可以输入城市名称或地址。

与您输入的文本匹配的位置名称会列出在搜索栏下方。

 6 在搜索结果列表中选择合适的位置。

将在地图上绘制出位置，该位置被紫色圆圈包围着。紫色圆圈用于确定该位置界定的地理区域。

 7 如果您想，可以在“地点名称”栏中为该位置输入一个自定名称，如“我们的后院”。

 8 拖移紫色圆圈右侧的大小调整控制柄以更改指定给该位置的区域。

调整大小

控制柄

紫色圆圈表示分配

给位置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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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如果您对指定给该位置的区域感到满意，请点按“指定”按钮。

“地点”视图中的地图上会出现红色大头针，其中位置标签表示该位置的名称和该位置指定到的照片数。 
紫色圆圈表示该位置覆盖的区域范围。浏览器中选定的缩略图的上方将出现一个红色位置标记，表示已经指定

了位置。

将位置信息指定给使用具备 GPS 功能的 iOS 设备拍摄的照片
如果您有从具备 GPS 功能的 iOS 设备导入的照片，您可以使用照片的 GPS 数据来自动将位置信息指定给 
它们。

 1 在“资料库”检查器中，选择包含用具备 GPS 功能的 iOS 设备捕捉的照片的项目。

 2 在“地点”视图中，从 GPS 弹出式菜单选取“从 iPhone 照片导入 GPS 数据”。

从“GPS”弹出式菜单中选取
“从 iPhone 照片导入 GPS
 数据”。

 3 在出现的对话框中，选择要为其指定位置信息的照片，然后点按“好”。

Aperture 会为“地点”视图中的照片显示航点。

 4 在浏览器中，将照片拖到“地点”视图中的航点，来指定位置信息给它。

更改照片位置
如果您给照片指定了不正确的位置，可以轻松地更改它们的位置信息。重新指定照片位置有三种方式：

 • 更改与某个位置相关联的所有照片的位置指定：您可以在“地点”视图中移动位置大头针。

 • 更改与某个位置相关联的照片的子集的位置指定：您可以使用“指定位置”对话框来为照片子集重新指定 
位置。

 • 更改单张照片的位置指定：您可以使用“信息”检查器的“地图”面板来为照片重新指定位置。有关更多信

息，请参阅第 133 页使用信息检查器来处理位置信息。

移动大头针，它将更改使用该位置指定的所有照片的位置

 1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在“资料库”检查器中，选择“地点”。

 • 在“资料库”检查器中选择包含您要更改其位置的照片的项目，然后点按工具栏中的“地点”按钮。

 2 在“地点”视图中，点按“移动大头针”按钮。

“地点”视图的地图上的位置大头针变成紫色，表示可以移动它们。

 3 将未正确放置的大头针拖到正确位置，然后在“地点”视图底部出现的对话框中点按“完成”。

该位置大头针已被移到它的新位置，与原始位置相关的所有照片的位置信息也随之改变了。

更改所选照片的位置指定

 1 在浏览器中，选择要更改其位置信息的照片。

 2 选取“元数据”>“指定位置”。

 3 在出现的对话框中，在搜索栏中输入要指定的新位置。

与您输入的文本匹配的位置名称会列出在搜索栏下方。

 4 在搜索结果列表中选择合适的位置。

将在地图上绘制出位置，该位置被紫色圆圈包围着。紫色圆圈用于确定该位置界定的地理区域。

 5 根据需要调整被该位置覆盖的区域，方法是拖移紫色圆圈右侧的大小调整控制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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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如果您对该位置以及指定给该位置的区域感到满意，请点按“指定”按钮。

指定给所选照片的位置就变成该新位置。“地点”视图中的地图上会出现红色大头针，其中位置标签表示该位

置的名称和该位置指定到的照片数。紫色圆圈表示该位置覆盖的区域范围。

移除位置
如果您错误地给照片或照片群组指定了位置，您可以移除该位置。

移除照片或照片群组的位置信息

 1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若要移除与某个位置相关联的所有照片的位置指定：在“地点”视图中，选择该位置大头针。

 • 若要移除与某个位置相关联的照片的子集的位置指定：在浏览器中，选择要移除其位置信息的照片。

 2 在“地点”视图中，从地点操作弹出式菜单  中选取“移除位置”。

如果您选择了某个位置大头针，则与该大头针相关的所有照片的位置都将被移除。如果您在浏览器中选择了照

片，则所选照片的位置信息都将被移除。

您也可以使用“信息”检查器的“地图”面板来移除照片的位置信息。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133 页使用信息
检查器来处理位置信息。

导入和使用 GPS 轨迹文件数据
若要开始使用“地点”视图中的 GPS 轨迹文件，您必须首先将 GPS 轨迹文件导入到 Aperture 中。 

GPS 跟踪点是用于定义路径或路线（即“轨迹”）的数据碎屑，使用的是 GPS 设备或 GPS 跟踪 iPhone 应用
程序存储的精确坐标。如果您有具备 GPS 功能的相机或 iOS 设备或另一台您用来创建轨迹文件和存储航点的 
GPS 设备，您可以将轨迹文件导入到 Aperture 中并在“地点”视图中使用它们。每个路程和航点（数据碎屑）
都会显示在“地点”视图中，并且您可以将路程和航点指定给照片。使用具备 GPS 功能的相机或 iOS 设备拍摄
的照片会被自动指定位置（根据轨迹文件中的航点）。

导入 GPS 轨迹文件
 1 在“资料库”检查器中，选择要将轨迹文件导入到的项目，然后点按工具栏中的“地点”按钮。

 2 在“地点”视图中，从 GPS 弹出式菜单中选取“导入 GPS 轨迹”。

 3 在出现的对话框中，导航到 GPS 轨迹文件所在位置，选择该文件，然后点按“选取轨迹文件”。

该轨迹文件已导入到所选项目。轨迹文件在“地点”视图中的地图上显示为紫色线。

根据 GPS 轨迹文件中的航点来创建新位置
将 GPS 轨迹文件导入到您的 Aperture 项目后，就可以开始使用 GPS 轨迹数据，以创建新位置、给照片指定
位置，以及移动位置大头针。

 1 在“资料库”检查器中，选择具有导入的 GPS 轨迹文件的项目。

 2 在浏览器中，选择一张照片并将它拖到“地点”视图中的某个航点。

“地点”视图的底部会出现一个小对话框，询问您是否想要根据时间将位置信息指定给项目中的其他照片。

 3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若要根据 GPS 轨迹文件中的时间将照片位置信息指定给项目中的其他照片：点按“指定位置”。

 • 如果您不想将照片位置信息指定给项目中的其他照片：点按“完成”。

将来自 GPS 航点的位置信息指定给所选照片
 1 在浏览器中，选择要为其指定位置信息的一张或多张照片。

 2 在“地点”视图中，按住 Control 键点按要将其位置信息指定给所选照片的航点，然后从快捷菜单中选取“指定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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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点的位置信息会指定给所选照片，并且浏览器中每张选定照片的顶部会出现位置标记（红色大头针）。

移动与 GPS 轨迹文件中的航点对应的位置大头针和移动其他位置大头针方式相同。有关移动位置大头针的更
多信息，请参阅第 129 页更改照片位置。

删除 GPS 轨迹文件
您可以随时删除 GPS 轨迹文件。例如，如果您的电脑上有多个 GPS 轨迹文件并且您不确定它们跟踪哪个位
置，您可以单个地导入这些文件，以查看轨迹数据是否与您项目中的位置对应。如果某个 GPS 轨迹文件包含与
您项目中的位置不匹配的轨迹数据，您可以删除该文件。 

 m 在“地点”视图中，从 GPS 弹出式菜单中选取“删除所选轨迹”。

给项目指定位置信息
如果项目中所有照片是在同一个位置拍摄的，您可以通过在“项目”视图中将位置信息指定给该项目来节省时

间。与其在浏览器中选择照片并给它们指定位置，不如将位置指定给项目。给项目指定位置会将该位置指定给

项目中的所有版本。

快速将位置指定给项目中的所有版本

 1 在“资料库”检查器中，选择“项目”。

Aperture 主窗口将切换到“项目”视图。

 2 点按要为其指定位置的项目的“信息”按钮。

“信息”按钮

“信息”HUD 会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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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在“信息”HUD 中，点按“指定位置”。

“指定位置”按钮

 4 在出现的对话框中，在搜索栏中输入特定的地址或者地点、城市或城镇的名称、或者重要的地理位置（如某个国
家公园）。

Aperture 会搜索您在搜索栏中输入的位置并显示搜索结果的列表。与您输入的文本匹配的地点名称将显示在
搜索结果列表的顶部。

 5 选择与您要查找的位置匹配的搜索结果。 

搜索结果

所选搜索结果在地图上的位置

“指定”按钮

 6 如果要给该位置一个自定名称，则请在“地点名称”栏中输入名称。

 7 点按“指定”。

所选位置将指定给项目中的每一张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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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信息检查器来处理位置信息
除了使用“地点”视图和“项目”视图中的位置信息以外，您还可以使用“信息”检查器的“地图”面板中的位置

信息。“信息”检查器的“地图”面板提供了一种方便修改照片的位置信息而无需切换到“地点”视图的方法。

您可以在“信息”检查器的“地图”面板中使用三种地图视图：

 • “标准”视图：该视图显示的地图有传统描述的公路、公园、边距、水体等等。

 • 混合：该视图将地图显示为带有街道名称和其他信息的卫星图像。

 • 卫星：该视图将地图显示为卫星图像。

使用“信息”检查器的“地图”面板来查看照片的位置信息

 1 在浏览器中，选择要查看其位置信息的照片。

 2 在“信息”检查器中，点按“显示地图”按钮。

“地图”面板将出现，其中地图中间的红色大头针表示照片拍摄的位置。

显示/隐藏地图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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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在“信息”检查器的“地图”面板中，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使用“缩放”按钮来放大或缩小照片捕捉的位置。

 • 使用捏合手势来放大和缩小。

 • 连按位置大点针来放大照片捕捉位置处的区域。再次连按位置大头针可进一步放大。

“缩放”按钮

连按位置大头针

以放大地图。

在“信息”检查器的“地图”面板中切换视图

 1 在浏览器中，选择要为其指定位置的照片。

 2 在“信息”检查器中，点按“显示地图”按钮以打开“地图”面板。

 3 从地图面板操作弹出式菜单  中选取一种地图视图。

“地图面板操作”弹出
式菜单

使用“信息”检查器的“地图”面板来指定位置信息

 1 在浏览器中，选择要为其指定位置的照片。

 2 在“信息”检查器中，点按“显示地图”按钮以打开“地图”面板。

“地图”面板将出现。

67% resize factor



 第 4 章：整理照片以及将照片排序 135

 3 在“位置”栏中输入要指定给照片的位置名称，然后在出现的搜索结果列表中选择该位置。

地图视图会改变以显示新位置，该新位置的中间会有紫色位置大头针和位置标签。

 4 点按位置标签中的“指定位置”按钮。

“取消”按钮“指定位置”按钮

位置信息会指定给该照片。

使用“信息”检查器的“地图”面板来更改照片的位置信息

 1 在浏览器中，选择要更改其位置信息的照片。

 2 在“信息”检查器中，点按“显示地图”按钮以打开“地图”面板。

“地图”面板将出现，其中地图中间的红色大头针表示照片拍摄的位置。

 3 从地图面板操作弹出式菜单中选取“移动大头针”。

“地图面板”操作弹出式
菜单

红色大头针变成紫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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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在“位置”栏中输入要指定给照片的新位置的名称，然后在出现的搜索结果列表中选择该位置。

地图视图会改变以显示该新位置。

 5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若要将该位置指定给照片：点按位置标签中的“指定位置”按钮。

 • 若要取消位置更改：点按位置标签中的“取消”按钮。

“取消”按钮“指定位置”按钮

使用“信息”检查器的“地图”面板来移除位置信息

 1 在浏览器中，选择要移除其位置信息的照片。

 2 在“信息”检查器中，点按“显示地图”按钮以打开“地图”面板。

 3 从地图面板操作弹出式菜单中选取“移除位置”。

“地图面板”操作弹出式
菜单

位置信息将从该照片移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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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索和显示照片

搜索概述
在 Aperture 中，可以采用多种方式搜索照片。您可以使用浏览器中的搜索栏和弹出式菜单，以按名称快速找
到照片或按评价、旗标状态和颜色标签显示照片。若要执行多个复杂的搜索，您可以点按浏览器搜索栏左边的

按钮以打开“过滤器”HUD。 

“过滤器”HUD 按钮 搜索栏

在“过滤器”HUD 中，您可以按多种条件搜索照片，包括照片名称、主题、关键字、摄影师、说明或文本、日期、
位置、EXIF 和 IPTC 信息以及应用的调整。您还可以按照组合条件进行搜索。

指定您的搜索条件。

若要添加其他搜索选项，请从弹

出式菜单中选取它们。

选择要用于搜索的项目

旁边的复选框。

您可以在整个资料库或特定的项目、相簿或文件夹中搜索照片。搜索不会更改资料库或所选项目、相簿或文件

夹的内容；仅临时更改您在浏览器中查看的照片。如果取消“过滤器”HUD 中的搜索条件，则所有照片都将再
次显示在浏览器中。“过滤器”HUD 预置为显示未评价或更好的照片，并隐藏被拒绝的照片，但您可以将“过滤
器”HUD 条件更改为显示被拒绝的照片（如果需要）。 

【重要事项】在 Aperture 浏览器中设定的搜索条件仅会过滤 Aperture 中的照片。如果您在 iPhoto 中打开 
Aperture 资料库，则会显示所有照片。

如果要存储搜索结果，您可以创建新相簿，其中包含您搜索的照片，或者可以创建“智能相簿”以基于您的搜索

条件自动收集照片。

有关搜索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 第 48 页“资料库”检查器概述

 • 第 118 页按面孔搜索照片

 •  地点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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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搜索栏弹出式菜单执行快速搜索
浏览器中的搜索栏弹出式菜单提供的一组选项可用于从浏览器中的视图快速移除照片，以便重点关注您想要处

理的照片。您可以在搜索栏中输入照片名称，也可以从搜索栏弹出式菜单中选取评价、旗标状态或颜色标签，以

过滤浏览器中的照片。尽管将从视图中移除不匹配搜索字符串或搜索栏弹出式菜单选项的照片，但不会删除它

们。若要再次查看浏览器中的所有照片，只需点按搜索栏中的“还原”按钮。 

【注】默认情况下，浏览器会显示未评价或更好的照片，而隐藏已拒绝的照片。

搜索栏弹出式菜单

使用浏览器搜索栏和搜索栏弹出式菜单过滤照片。

 1 在“资料库”检查器中，选择您想要搜索的项目。

若要搜索资料库中的所有照片，请选择“照片”。

 2 在浏览器中，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若要基于文本（如关键字）或数字值（如像素的宽度或高度）显示照片：在搜索栏中输入文本或数字，然后按

下 Return 键。

 • 若要显示指定了特定星形评分或更好评价的照片：从搜索栏弹出式菜单中选取星形评价选项（或按下显示在

菜单中的选项的键盘快捷键）。

 • 若要显示所有照片，包括拒绝项：从搜索栏弹出式菜单中选取“全部显示”（或按下 Control-6）。

 • 若要仅显示未评价的照片：从搜索栏弹出式菜单中选取“未评分”（或按下 Control-7）。

 • 若要仅显示被拒绝的照片：从搜索栏弹出式菜单中选取“被拒绝”（或按下 Control-8）。

 • 若要仅显示有旗标的照片：从搜索栏弹出式菜单中选取“有旗标”（或按下 Control-斜杠键 (/)）。

 • 若要显示指定了带颜色标签的照片：从搜索栏弹出式菜单中选取带颜色的标签，或按下标签的键盘快捷键 
（若要查看标签的键盘快捷键，请将指针移到上面）。

 • 若要将搜索栏弹出式菜单还原为默认设置“未评价或更好”：点按搜索栏右侧的“还原”按钮，或删除搜索栏

中的文本。

“还原”按钮

有关评价照片的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89 页给照片评分概述。有关给照片标上旗标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第 180 页在信息检查器和检查器 HUD 中修改元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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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条件组合进行搜索
您可以使用“过滤器”HUD 查看匹配特定搜索条件的所有照片。例如，您可以搜索项目中评价为 5 星的所有照
片。您可以显示带有指定的特定关键词的照片、有旗标或带颜色标签的照片、或者在特定位置或特定日期拍摄

的照片。“过滤器”HUD 可让您基于多种指定到您照片中的元数据进行搜索。您还可以查找匹配条件组合的照
片，这种方法可让您进行复杂搜索。您可以搜索特定项目、相簿或文件夹中的照片，以及广泛搜索整个资料库。 

搜索照片

 1 在“资料库”检查器中，选择您想要搜索的项目。

若要搜索整个资料库，请选择“照片”。主窗口将切换到“照片”视图，其中显示 Aperture 资料库中的所有图
像。在“照片”视图中，可以使用浏览器和检视器根据需要查找、排序和调整照片。

 2 通过执行以下一项操作，确保浏览器已显示出来：

 • 若要仅显示浏览器：选取“显示”>“浏览器”。

 • 若要同时显示浏览器和检视器：选取“显示”>“拆分视图”。

 3 点按浏览器中搜索栏旁边的“过滤器”HUD 按钮 （或按下 Command-F 键）。

 4 在“过滤器”HUD 中，从“添加规则”弹出式菜单中选取搜索条件或规则。

指定您的搜索条件。

若要添加其他搜索选项，请从弹

出式菜单中选取它们。

选择要用于搜索的项目

旁边的复选框。

当您从“添加规则”弹出式菜单中选取项目时，其他控制在“过滤器”HUD 中会变得可用。“添加规则”弹出式
菜单包含下列项目：

 • 调整：根据在 Aperture 中应用的调整类型以及用于渲染图像的 RAW 解码版本搜索照片。您还可以搜索未
应用特定类型的调整的照片。

 • Aperture 元数据：使用应用的 Aperture 特定元数据搜索照片，如版本名称和项目名称。

 • 附件：根据是否是音频附件搜索照片。

 • 日历：按照片在 EXIF 数据中记录的日期搜索照片。您可以选择日历中的一个或多个日期以搜索这些日期及
指定日期范围中拍摄的照片。此外，您还可以搜索在日期范围外拍摄的照片。使用“日历”导航按钮导航浏览

月日历。按住 Shift 键并点按可选择连续日期范围；按住 Command 键并点按可选择多个非连续日期。

 • 颜色标签：搜索指定了颜色标签的照片。一次可以搜索多个颜色标签。您还可以搜索未指定特定颜色标签的

照片。

 • 日期：根据创建日期搜索照片。从数码相机和读卡器之外的来源导入的图像可能没有相关的 EXIF 信息，如 
JPEG 或 TIFF 文件。但是，它们通常会将创建日期指定给文件。您可以使用此创建日期并使用“日期”搜索选
项查找图像。

 • EXIF：使用相机记录的任何 EXIF 信息搜索照片。

 • 面孔：根据指定了名称的面孔搜索照片。您可以搜索仅包含单个命名面孔的照片，以及具有多个人物的照片，

包括您要查找的面孔。

 • 文件状态：根据是受管图像、引用图像还是联机或脱机图像搜索照片。您可以使用“文件状态”搜索类别显示 
Aperture 认为其原件丢失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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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文件类型：搜索特定类型的文件，如 RAW 或视频。您还可以搜索 RAW + JPEG 图像对、影片和音频文件附
件，以及使用外部应用程序编辑的图像。

 • 有旗标：搜索在 Aperture 中有旗标的照片。

 • 导入会话：搜索在特定时间或特定日期导入的照片。Aperture 会记录导入会话且可以标识同时导入的照片。
您还可以搜索未在特定导入会话或会话范围期间导入的照片。

 • IPTC：根据指定的任何 IPTC 信息搜索照片。

 • 关键词：按指定的任何关键词搜索照片。您可以选择要搜索的一个或多个关键词。您还可以指定照片必须具

有才符合匹配资格的关键词。

 • 照片使用：搜索在 Aperture 中已用作特定用途的照片，如当前用于相册的照片、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的照片
和通过 Apple 打印服务订购的打印照片。

 • 地点：按指定的位置信息搜索照片。如果照片是支持 GPS 的数码相机拍摄的照片或如果您已使用“地点”标
识照片拍摄位置，则可以按位置搜索照片。 

 • 评价：根据在 Aperture 中指定的评价搜索照片。

 • 文本：根据任何照片相关文本搜索照片。例如，可根据照片说明或关键词或任何其他文本条目中的文本搜索

照片。您还可以按多个文本条目执行搜索。

 5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若要指定照片至少必须与其中一个条件或关键词匹配：从“任意/全部”弹出式菜单中选取“任意”，并从“匹
配”弹出式菜单中选取“匹配”。

 • 若要指定照片必须与所有条件和关键词匹配：从“任意/全部”弹出式菜单中选取“全部”，并从“匹配”弹出式
菜单中选取“匹配”。

 • 若要指定照片不能与任何条件和关键词匹配：从“任意/全部”弹出式菜单中选取“任意”，并从“匹配”弹出式
菜单中选取“不匹配”。

 • 若要指定照片不能与所有条件和关键词匹配：从“任意/全部”弹出式菜单中选取“全部”，并从“匹配”弹出式
菜单中选取“不匹配”。

存储搜索结果
使用“过滤器”HUD 执行搜索时，可以采用多种方式存储结果。您可以创建新智能相簿，以查找匹配搜索
条件的照片。您还可以将搜索结果本身存储在新相簿、相册相簿、看片台相簿、幻灯片显示相簿、Flickr 相
簿、Facebook 相簿、智能网页相簿、网页相簿或 Web 日记相簿中。

根据搜索条件创建智能相簿

 1 使用“过滤器”HUD 根据指定条件搜索照片。

 2 在“过滤器”HUD 中，点按“新建智能相簿”按钮。

“资料库”检查器中会出现新的未命名智能相簿。 

 3 在“资料库”检查器中，输入智能相簿的名称，然后按下 Return 键。

将匹配搜索条件的照片添加到项目或资料库后，它们将自动添加到智能相簿。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使用智能相簿对照片进行分组。

67% resize factor



 第 4 章：整理照片以及将照片排序 141

将搜索结果存储在相簿中

 1 使用“过滤器”HUD 根据指定条件搜索照片。

 2 在“过滤器”HUD 中，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若要创建新相簿：点按“新建包含当前图像的相簿”按钮，输入出现在“资料库”检查器中的相簿名称，然后

按下 Return 键。

 • 若要创建新相册相簿、看片台相簿、幻灯片显示相簿、Flickr 相簿、Facebook 相簿、智能网页相簿、网页
相簿或 Web 日记相簿：从“过滤器”HUD 操作弹出式菜单  中选取相应项，输入相簿名称，然后按下 
Return 键。

“过滤器”HUD 的操作
弹出式菜单

匹配搜索条件的所有照片都将放在创建的新相簿中。

使用智能相簿对照片进行分组

智能相簿概述
如果需要对特定类型的照片进行分组，则不管是临时的还是永久的，您都可以使用智能相簿根据指定的搜索条

件来自动收集照片。例如，假如您想要查看您为特定的体育活动拍摄的精彩照片。选择包含体育活动镜头的项

目，创建智能相簿，显示“智能设置”HUD，然后搜索评价为“精选”（五星）的照片。所有具有该评价的照片都
会立即出现在智能相簿中。以后，只要照片符合搜索条件，就会自动添加到智能相簿。

Aperture 附带一个已在资料库中进行设置的智能相簿，该智能相簿包含最近 12 个月导入到 Aperture 中的
所有照片。选择某个智能相簿可在浏览器中查看其内容。

选择此智能相簿来查

看在上一年拍摄的所

有照片。

您也可以选择在何处搜索照片—整个资料库还是特定项目或文件夹。例如，在“资料库”检查器中选择“项目”

项并创建智能相簿后，该智能相簿会搜索整个资料库。当您选择项目或文件夹并创建智能相簿时，智能相簿会

在该项目或文件夹内搜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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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创建智能相簿：

 • 收集具有特定姿势或主题的照片（如大头照）、特定模特的照片或者体育报道照片

 • 收集适合于特定目的的照片，例如要分发到 Web 上或提交给商业摄影公司的照片

 • 将收藏的精彩照片收集到海报照片作品集锦，用于展示或推介工作

 • 收集项目的精选照片

 • 收集特定类型的媒体，如音频片段和视频片段

 • 收集应用了特定调整类型（如晕影）的照片。

您也可以使用智能相簿来探索摄影作品集锦的其他各个方面。例如，在研究照片受到的技术影响时，您可以根

据相机型号、曝光或镜头类型等技术数据来创建临时的照片收藏。

您可以快速地创建智能相簿来检查照片，然后删除智能相簿。或者，您也可以创建智能相簿来保存不断扩充的

永久照片收藏。使用智能相簿可以高效地检查照片，而原先得慢慢地检查必须定期跟踪的照片。

【重要事项】Aperture 智能相簿不能在 iPhoto 中编辑。若要修改 Aperture 智能相簿的搜索条件，必须在 
Aperture 中打开 Aperture 资料库，然后修改智能相簿的搜索条件。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145 页修改智
能相簿的内容。

在新智能相簿中收集照片
您可以使用“智能设置”HUD 来搜索信息，然后根据这些信息来收集照片。例如，您可以创建智能相簿，以根据
特定关键词或者关键词、评价、日期或其他元数据的组合来收集照片。您可以随时在“智能设置”HUD 中收紧
或放宽智能相簿搜索条件。

创建智能相簿以仅在某个项目内搜索

 1 在“资料库”检查器中选择项目。

 2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选取“文件”>“新建”>“智能相簿”（或按下 Shift-Command-L 键）。

 • 在“资料库”检查器中，按住 Control 键并点按项目，然后从快捷菜单中选取“新建”>“智能相簿”。 

 • 从工具栏的“新建”弹出式菜单中选取“智能相簿”。

项目中会出现一个新的未命名智能相簿，而且项目右侧会出现“智能设置”HUD。

 3 输入新名称以将智能相簿重新命名。

输入智能相簿的

新名称。

“智能设置”HUD 按
钮

 4 在出现的“智能设置”HUD 中，指定搜索条件。

“关闭”按钮
指定智能相簿的

照片搜索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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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设置”HUD 中的控制与“过滤器”HUD 中的控制几乎一模一样。有关使用“过滤器”HUD 和指定搜索
条件的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137 页搜索概述。

 5 点按“智能设置”HUD 的关闭按钮。

Aperture 会在项目内找到与指定的搜索条件匹配的照片，并在浏览器中显示它们。您现在可以处理这些照片
版本，方式与处理任何项目或相簿中的照片一样。

创建智能相簿以在整个资料库内搜索

 1 在“资料库”检查器中，选择“项目”。

 2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选取“文件”>“新建”>“智能相簿”（或按下 Shift-Command-L 键）。

 • 从工具栏的“新建”弹出式菜单中选取“智能相簿”。

“资料库”检查器的“相簿”部分会出现新的未命名智能相簿。

 3 输入新名称以将智能相簿重新命名。

 4 在“智能设置”HUD 中，指定搜索条件。

有关使用“智能设置”HUD 和指定搜索条件的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137 页搜索概述。

 5 点按“智能设置”HUD 的关闭按钮。

Aperture 会在资料库内找到与指定的搜索条件匹配的照片，并在浏览器中显示它们。您现在可以处理这些照
片版本，方式与处理任何项目或相簿中的照片一样。

将智能相簿配置为收集特定人物的照片

您可以创建智能相簿，并将某个人物或人物群组指定为搜索条件。例如，您可以创建设定为收集家庭成员的照

片的智能相簿。首先，创建智能相簿，然后智能相簿的“智能设置”HUD 指定收集家庭中每个人的照片。

 1 在“资料库”检查器中，选择“项目”。

 2 选取“文件”>“新建”>“智能相簿”（或按下 Shift-Command-L 键）。

“资料库”检查器的“相簿”部分会出现新的未命名智能相簿。

 3 指定智能相簿的名称。

 4 在智能相簿的“智能设置”HUD 中，从“添加规则”弹出式菜单中选取“面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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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选择“面孔”复选框，从“面孔”弹出式菜单中选取“包括”，然后在弹出式菜单右侧的文本栏中输入您想要包括
在智能相簿中的人物的名称。

“添加规则”弹出式菜单

“面孔”复选框 “面孔”文本栏

 6 针对您想要添加到智能相簿的每个附件人物，重复步骤 4-5。

 7 完成后，关闭“智能设置”HUD。

【提示】 在“面孔”视图中，您可以快速创建智能相簿来收集特定人物的照片，方法是将该人物的快照拖到“资
料库”检查器中。有关面孔的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112 页面孔概述。

在智能相簿内搜索
在创建智能相簿后，您可以在智能相簿的内容中搜索特定照片。

在智能相簿的内容中搜索

 1 在“资料库”检查器中，选择要搜索其内容的智能相簿，然后点按浏览器中的“过滤器”HUD 按钮。

选择要在其中进行

搜索的智能相簿。
显示浏览器的“过滤器”HUD 

并指定搜索条件。

 2 当“过滤器”HUD 出现时，指定备选搜索条件以在智能相簿内显示特定照片。 

若要再次查看智能相簿的所有内容，请在“过滤器”HUD 中删除该搜索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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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智能相簿的内容
若要更改智能相簿的内容，您可以更改智能相簿的搜索条件。您可以手动选择单张照片和删除单张照片，但删

除照片会移除所删除的版本以及原始项目中存在的原件。同样地，不能通过拖移来将照片添加到智能相簿。 

如果确定某些照片不应该在智能相簿中，您可以收紧搜索条件以排除这些照片。Aperture 会执行新搜索并修
改智能相簿的内容。若要将照片从智能相簿中移除，您也可以更改照片，以便它不再智能相簿的搜索条件匹配。

例如，如果智能相簿收集五星评价的照片，则将照片的评价更改为四星会将照片从智能相簿中移除。

更改搜索条件以更改智能相簿的内容

 1 在“资料库”检查器中，点按智能相簿右侧的“智能设置”HUD 按钮  以显示“智能设置”HUD。

 2 在“智能设置”HUD 中修改搜索条件以排除或添加您想要的照片。

 3 点按“智能设置”HUD 的关闭按钮。

将智能相簿中的照片传输到相簿中
您可以将照片从智能相簿转移到其他相簿中，如幻灯片显示相簿或相册。若要转移照片，请选择智能相簿中的照

片，并将照片拖移或拷贝到其他相簿。您也可以选择智能相簿中的照片，并让 Aperture 创建新相簿来保存这
些照片。

将照片从智能相簿转移到 Aperture 创建的新相簿
 1 在“资料库”检查器中，选择包含要传输的照片的智能相簿，然后点按浏览器中的“过滤器”HUD 按钮。

 2 在“过滤器”HUD 中，为要传输的照片指定搜索条件。

 3 点按“新建包含当前图像的相簿”按钮来创建相簿，或者从“过滤器”HUD 右下角的“过滤器”HUD 操作弹出
式菜单中选取所需的相簿类型。

点按“新建包含当前图像的

相簿 ”按钮，或从 “过滤器

”HUD 的操作弹出式菜单中
选取一种相簿。

会创建一个新相簿，内含使用搜索条件来选择的照片。

删除智能相簿
您可以随时删除智能相簿，而不会删除从资料库收集的任何照片。如果已将照片从智能相簿转移到其他相簿，

则在您删除智能相簿时，也不会删除其他相簿中的照片。

删除智能相簿

 1 在“资料库”检查器中选择智能相簿。

 2 选取“文件”>“删除智能相簿”（或者按下 Command-Delete 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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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资料库相簿
如果在先前版本的 Aperture 中创建了一个资料库，则会自动在“资料库”检查器中为您设置所选智能相簿。点
按“资料库”检查器中资料库相簿旁边的显示三角形时，将看到以下智能相簿：

 • 5 星：选择此智能相簿可查看资料库中评分为 5 星的所有照片。

 • 1 星或更好：选择此智能相簿可查看评分为 1 星或更好的所有照片。

 • 已拒绝：选择此智能相簿可查看评价为“已拒绝”的所有照片。

 • 视频：选择此智能相簿可查看资料库中的所有视频片段。

 • 上周内：选择此智能相簿可查看上周拍摄的所有照片。

 • 上个月内：选择此智能相簿可查看上个月拍摄的所有照片。

【重要事项】仅当 Aperture 资料库是使用 Aperture 3.2 或更低版本创建的，“资料库”检查器中才会出现资
料库相簿。

处理资料库相簿

 m 打开使用先前版本的 Aperture 创建的 Aperture 资料库。

资料库相簿出现在“资料库”检查器的“相簿”部分。有关切换资料库的信息，请参阅第 55 页查看其他资料库。

将资料库相簿从“资料库”检查器中移除

如果正在处理使用先前版本的 Aperture 创建的 Aperture 资料库，而且不想再看到这些资料库相簿，您可以
将它们移除。

 m 在“资料库”检查器中，选择“资料库相簿”，然后选取“文件”>“删除文件夹”（或按下 Command- 
Delete 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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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检视器中查看照片

检视器概述
检视器显示在浏览器中选定的照片的详细视图。您一次可以非常详细地查看一张照片，也可以一次查看多张 
照片。

浏览器中的

所选照片

检视器中会显示所选

照片的详细视图。

使用检视器可进行调整，密切比较类似的照片，以及以完整分辨率检查照片。如果使用双显示器系统，则可以将

检视器设定为在两个屏幕上都显示照片，以提供令人惊艳的完全详细视图。您也可以使用检视器预览并编辑音

频附件和视频片段。

查看和比较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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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或调整照片时，可以将检视器设定为一次比较两张照片。您可以选择要比较的照片，然后在其旁边显示其

他类似或相关的照片，以供检查。您可使用 Aperture 比较功能从一个系列中选择照片，或者比较已调整图像
的各个版本，以了解哪个最佳。

您可以使用检视器来比较两张

照片。

照片可能会以减少的大小显示，以适合检视器，具体取决于显示器和检视器的大小。Aperture 可以按完整分辨
率显示照片，让您可以检查照片在录制时的确切样式，以及查看调整和更改的精确效果。如果完整分辨率的照

片不适合检视器，您可以移动照片以检查图像的不同部分。您也可以放大以检查细节，如清晰度。

照片的完整分辨率

视图，大于检视器

的屏幕大小

您也可以在检视器中显示照片及其关键词和其他信息，如 IPTC 或 EXIF 元数据。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第 176 页使用元数据概述。

您可以配合使用检视器和浏览器工作，或更改主窗口布局以仅显示检视器，腾出更多空间来查看图像。有关更

多信息，请参阅第 425 页更改主窗口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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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改检视器中的照片数
您可以指定检视器一次是显示一张照片、三张照片还是多张照片。如果系统使用多个显示器，则可以配置主显

示器和备选显示器，以同时显示一张照片、三张照片或多张照片。您选取的显示设置还控制全屏幕视图中照片

的显示。

更改检视器中显示的照片数

 m 若要显示多张照片：选取“显示”>“主检视器”>“显示多个”（或按下 Option-U 键）。

这是默认设置。选取“显示多个”时，检视器可以一次显示一张照片至十二张照片，具体取决于在浏览器中选择

的照片数。

 m 若要显示单张照片：选取“显示”>“主检视器”>“显示一个”（或按下 Option-R 键）。

将检视器设定为“显示一个”时，检视器一次显示一张照片，而不管在浏览器中选择的照片数。此设置让您可以

在浏览器中选择多张照片，然后逐个查看选择的照片。

 m 若要显示三张照片：选取“显示”>“主检视器”>“3 联”（或按下 Option-H 键）。

将检视器设定为一次显示三张照片时，Aperture 将所选照片显示在三个显示在检视器中的照片的中间。

比较照片
您可以选择与项目或资料库中的其他照片进行比较的照片。在您选择并显示要进行比较的其他照片（备选）时，

所选照片保留在照片上。比较功能用于最终选择系列中的最佳照片或比较一张照片的两个版本，以实现正确曝

光或高光。比较照片时，可以应用评价和关键词并调整所选照片。

将检视器设定为比较照片

 1 选择照片。

 2 选取“显示”>“主检视器”>“比较”（或按下 Option-O 键）。

比较图像显示在左边，具有绿色边框；备选照片显示在右边。

比较照片显示有绿色边框，

在检视器和浏览器中是

可见的。

要依照比较照片进

行检查的照片显示

在右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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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若要根据比较照片查看照片：在浏览器中，选择其他照片或使用箭头键导航到其他照片。

 • 若要将备选照片设定为比较照片并浏览到下一张照片：按下 Return 键。

 • 若要关闭比较功能并选择比较照片：选取“编辑”>“选择比较项”（或按下 Option-Return 键）。

 • 若要关闭比较功能并选择备选照片：选取“编辑”>“清除比较项”（或按下 Command-Return 键）。

您还可以使用这些过程以全屏幕视图比较照片。有关全屏幕视图的信息，请参阅第 155 页全屏幕视图概述。

以完整分辨率查看照片
照片的完整分辨率视图将显示照片的每个像素。即使照片可能不适合检视器，也可以将 Aperture 设定为以完
整分辨率显示照片。以完整分辨率查看照片让您可以使用最细的明细级别检查照片。

浏览器中的

所选照片

检视器中会显示所选

照片的详细视图。

照片不适合检视器区域时，一个小灰色浏览框将显示在照片右侧。您可以在浏览框内拖移白色矩形以查看照片

的其他部分，也称为移动。使用浏览框底部的“缩放”值滑块，也可以采用增量方式按 25-1000% 的值放大和缩
小照片。

拖移矩形以更改照片的

视图。

“缩放”值滑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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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完整分辨率显示所选照片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m 选取“显示”>“缩放为实际大小”（或按下 Z 键）。

 m 点按工具条中的“缩放检视器”按钮。

若要关闭完整分辨率显示，请再次点按按钮。

 m 使用两个手指连按两次。 

若要关闭完整分辨率显示，请使用两个手指再次连按两次。 

【注】必须在“系统偏好设置”的“触控板”面板中打开智能缩放。有关打开智能缩放的信息，请参阅“帮助 
中心”。

在检视器中移动完整分辨率照片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m 拖移浏览框中显示的白色矩形。

 m 在检视器中拖移照片。

以增量方式放大和缩小照片

 m 若要以单个百分比增量放大或缩小：请在“缩放”值滑块中点按右箭头键或左箭头键。

 m 若要快速放大或缩小：请在“缩放”值滑块中向右或向左拖移。

 m 若要使用键盘快捷键放大或缩小：请按下 Command–加号键 (+) 以放大，按下 Command–减号键 (–) 以 
缩小。

查看原始照片
处理已调整图像或版本时，有时不妨检查原始照片的外观。Aperture 可以快速显示作为所选版本基础的原始
照片。

显示所选版本的原始照片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m 选取“显示”>“显示原始图像”（或者按下 M 键）。

 m 点按工具条中的“显示原件”按钮。

在检视器中处理音频和视频
如果已将音频和视频文件导入到 Aperture，则可以使用检视器检查和编辑它们。您可以使用检视器中的视频
控制和音频控制来编辑视频片段和音频片段的长度。您也可以设定视频片段的标记帧（帧在浏览器上显示为视

频缩略图），以及根据视频片段中的任何帧创建 JPEG 图像。

【注】如果您具有可以录制音频注解的摄像机或已手动将音频文件附加到照片，则使用“信息”检查器听取和

编辑音频附件。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180 页在信息检查器和检查器 HUD 中修改元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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聆听音频片段或观看视频片段

 1 在资料库检查器中，选择包含音频或视频片段的项目。

音频和视频片段在浏览器中显示为缩略图。

 2 在浏览器中，选择音频片段或视频片段。

此图标表示视频片段。

 3 在检视器中，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如果选择的是音频片段：含音频片段文件名称的音频控制将显示在检视器中。点按“播放”按钮以聆听音频

片段，并使用播放头前后浏览。

“播放”按钮

“修剪”按钮

播放头

 • 如果选择的是视频片段：视频片段显示在检视器中。将指针移到检视器上，视频控制将显示。点按“播放”按

钮以观看视频片段，并使用播放头前后浏览。

“播放”按钮

操作弹出式菜单

播放头

修剪音频片段

 1 在浏览器中选择音频片段。

音频控制显示在检视器中，其中所选音频片段的文件名称显示在顶部。

“播放”按钮

“修剪”按钮

播放头

 2 在检视器中，点按“修剪”按钮。

这将显示修剪控制。

 3 点按“播放”按钮以聆听音频片段，并确定您想要保留的音频部分。

 4 将起点拖移到您计划使用的音频的开头，并将终点拖移到您想要音频终止的位置。

67% resize factor



 第 5 章：查看和比较照片 153

“修剪”按钮将变为黄色，表明音频片段的长度已更改。

拖移起点和终点以

修剪音频。

 5 在对音频片段的长度感到满意时，点按“修剪”按钮。

【提示】如果您想要使用音频片段的多个部分，请针对每个您计划使用的片段附加部分，选取“照片”>“从原件
新建版本”（或者按下 Option-G 键），并重复上述步骤。

修剪视频片段

您可以从操作弹出式菜单中选取“修剪”来调整视频片段的长度。

“播放”按钮

操作弹出式菜单

播放头

 1 在浏览器中选择视频片段。

 2 在检视器中将指针移到视频画面的上方。

这将显示视频控制。

 3 在视频控制的操作弹出式菜单中选取“修剪”。

这将显示修剪控制。

 4 点按“播放”按钮以观看视频片段，并确定您想要保留的视频部分。

【注】如果将指针移离修剪控制，它们将消失。将指针移到检视器上，可再次显示它们。

 5 将起点拖移到您计划使用的视频的开头，并将终点拖移到您想要视频终止的位置。

“修剪”按钮将变为黄色，表明视频片段的长度已更改。

拖移起点和终点

以修剪视频。

 6 在对视频片段的长度感到满意时，点按“修剪”按钮。

【提示】如果您想要使用视频片段的多个部分，请针对每个您计划使用的片段附加部分，选取“照片”>“从原件
新建版本”（或者按下 Option-G 键），并重复上述步骤。

在浏览器中设定视频片段缩略图的标记帧

 1 在浏览器中选择视频片段。

 2 将指针移到检视器中的视频上以显示视频控制，并且将播放头拖移到您想要设定为标记帧的视频帧。

 3 在视频控制的操作弹出式菜单  中选取“设定为标记帧”。

根据视频帧创建 JPEG 图像
 1 在浏览器中选择视频片段。

 2 将指针移到视频在检视器中的较低部分上以显示视频控制，并且将播放头拖移到您想要创建 JPEG 图像的视
频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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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在视频控制的操作弹出式菜单  中选取“从帧新建 JPEG”。

这将创建视频帧的 JPEG 图像，且缩略图将显示在堆栈中，其中视频片段位于浏览器中。有关处理堆栈的信息，
请参阅第 83 页堆叠照片概述。

在多个显示器上查看照片
使用第二个显示器的附加屏幕空间提供了卓越平台，可用于查看和调整照片，播放幻灯片显示，以及向客户呈现

您完整大小的全色照片。系统使用两个显示器时，Aperture 提供了两个检视器，在其中可以查看多张照片。这
些检视器称为主检视器和备选检视器。主检视器用于显示 Aperture 应用程序，而备选检视器用于查看照片。
您可以选择 Aperture 是在主检视器和备选检视器中显示相同照片，在备选检视器中仅显示当前选定的照片，
还是在主检视器和备选检视器之间拆分照片显示。

设定照片在备选检视器中显示的方式

 m 若要在主检视器和备选检视器中显示相同照片：选取“显示”>“备选检视器”>“镜像”（或按下 Option-M  
键）。

 m 若要在备选检视器中显示当前选定的照片：选取“显示”>“备选检视器”>“备选”（或按下 Option-A 键）。

选取此选项时，备选检视器仅显示一张照片，即使将主检视器设定为显示多张照片也是如此。

 m 若要在主检视器和备选检视器中显示选择的照片：选取“显示”>“备选检视器”>“跨越”（或按下 Option-S 
键）。 

此选项会在主检视器和备选检视器之间拆分当前选定的照片显示。例如，在选择七个要查看的照片时，主检视

器显示数量符合其屏幕大小的照片，而其余照片将显示在备选检视器中。因此，一个检视器可能显示四张照片，

而另一个检视器可能显示七个中的其余三个。您也可以使用“跨越”选项以选择两张照片并对它们进行比较 
（一个显示器上显示一张照片）。

 m 若要关闭备选检视器中的照片显示，以使其屏幕变黑：选取“显示”>“备选检视器”>“黑色”（或按下 
Option-B 键）。 

此选项会将备选检视器设定为空屏幕。

 m 若要关闭多显示器功能：选取“显示”>“备选检视器”>“关闭”（或按下 Option-X 键）。

显示照片中的冷热区域
照片偶尔可能会有过亮区域，其中颜色信息超越 Aperture 工作颜色空间的标准限制。例如，照片中太阳光直
射的白色区域或水面的波光粼粼可能会足够亮，以致其颜色超过工作颜色空间。同样，照片偶尔可能会有黑色

区域，其中颜色信息低于工作颜色空间的标准限制。 

Aperture 可以使用照片上的色调来显示图像的这些“热”区域和“冷”区域，以帮助您识别这些区域所在的位
置。您也许能够调整冷热区域叠层标识的区域，并恢复高光和阴影明细，方法是更改图像的曝光、恢复、黑点或

灰度系数设置。

显示照片中的冷热区域

 m 选取“显示”>“高亮显示冷热区域”（或按下 Option-Shift-H 键）。

使用修饰键执行特定调整时，还可以按颜色通道监视颜色截断。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309 页识别颜色通道
截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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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改冷热区域阈值和截断叠层颜色

您可以调整冷热区域叠层的阈值或灵敏度。默认情况下，热区域的阈值设定为 100%，冷区域的阈值设定为 
0%。您可以将 Aperture 设定为标记接近 100% 或 0% 标记的像素，方法是降低热区域的阈值或增加冷区域
的阈值。

您也可以选取以彩色或单色查看冷热区域叠层。

 1 选取“Aperture”>“偏好设置”，或按下 Command-逗号键 (,)。

 2 在“偏好设置”窗口中，点按“高级”。

 3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若要调整热区域显示阈值：向左拖移“热区域阈值”滑块以增加灵敏度来高亮显示像素，而向右拖移则减少。

 • 若要调整冷区域显示阈值：向左拖移“冷区域阈值”滑块以增加灵敏度来使像素阴影化，而向右拖移则减少。

 • 若要更改截断叠层颜色：从“截断叠层”弹出式菜单中选取“颜色”或“单色”。

针对屏幕打样设置检视器
电脑屏幕上显示的照片可能与显示在使用不同颜色技术的电脑屏幕上时不同。您的照片在打印时也可能具有不

同的重现效果，具体取决于打印机类型、使用的纸张和打印设备的颜色描述文件。

若要了解照片在打印时或在其他显示器上查看时的外观，可以让 Aperture 调整您的显示，以便照片与最终结
果类似。若要调整电脑显示，可选取与最终输出设备的特性尽量匹配的打样描述文件。例如，将在单张涂布纸上

打印照片时，可以针对单张涂布纸选取打样描述文件，以查看打印照片的近似外观。Aperture 提供的数十个描
述文件与许多打印机、显示设备和颜色空间的特性匹配。

选取与照片最终输出匹配的打样描述文件后，打开屏幕打样功能，因此照片将更改为显示预期结果。

屏幕打样将改变照片在检视器和全屏幕视图中的外观。

选择打样描述文件

 m 选取“显示”>“打样描述文件”，然后从子菜单中选取想要的描述文件。

打开或关闭屏幕打样

 m 选取“显示”>“屏幕打样”（或按下 Option-Shift-P 键）。

在全屏幕视图中查看照片

全屏幕视图概述
全屏幕视图在黑色背景上显示照片，可用于使用显示器的每个英寸进行细节查看。在全屏幕视图中使用双显示

器系统时，就可以在放大空间中比较和调整图像。

您可以在全屏幕视图中查看、比较和堆叠照片。您还可以应用调整和关键词。完成照片处理后，可以使用此视图

预览和打样照片。

您可以在全屏幕视图中使用任何 Aperture HUD。通过按下相应的键盘快捷键，可以打开“检查器”HUD 或“
关键词”HUD。事实上，您将发现可方便地针对大多数用于全屏幕视图中的功能使用键盘快捷键。有关您可以
使用的键盘快捷键的更多信息，请参阅“帮助”菜单中的《Aperture 3 键盘快捷键》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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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屏幕视图具有三个可通过按下 V 键访问的模式：

 • 检视器模式类似于 Aperture 主窗口中的拆分视图布局。使用连续画面导航、组织和评价照片。在连续画面
中选择的照片将以高分辨率显示在连续画面上方，从而填充屏幕。

全屏幕视图下提供

的工具栏

全屏幕视图下提供的

连续画面

所显示的照片会

填充屏幕。

您可以将连续画面停靠在屏幕左侧、右侧或底部，只要适合您的工作习惯即可。您还可以隐藏或显示连续 
画面。

使用工具栏按钮和工具可修改照片。工具栏包括用于创建版本和处理堆栈的按钮，以及一组完整的图像调整

工具。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158 页在全屏幕视图的检视器模式中工作。

 • 浏览器模式类似于 Aperture 主窗口中将浏览器设定为网格视图时看到的工作布局。搜索栏和“过滤
器”HUD 可供访问用于过滤照片，而“资料库路径导航器”弹出式菜单可用于访问“资料库”检查器中的所
有项。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160 页在全屏幕视图的浏览器模式中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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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项目模式类似于 Aperture 主窗口中的项目视图。每个项目均显示为缩略图。您可以按照片创建年份或按
在“资料库”检查器中的所属文件夹进行项目分组。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161 页在全屏幕视图的项目模式中工作。

进入和退出全屏幕视图
您可以在全屏幕视图和 Aperture 主窗口中的工作空间布局之间快速切换。

进入全屏幕视图

 m 点按 Aperture 主窗口右上角的“全屏幕”按钮（或按下 F 键）。

Aperture 主窗口将消失，且照片将以全屏幕视图显示。

退出全屏幕视图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m 点按全屏幕视图工具栏中的“退出全屏幕”按钮（或按下 F 键）。

 m 按下 Esc 键 (Escape)。

在进入全屏幕视图前您用于处理的工作空间视图将重新显示。

【注】如果以全屏幕视图工作时退出 Aperture，则下次打开应用程序时，Aperture 将返回到全屏幕视图。通
过在按下 Option-Shift 键的同时打开 Aperture，可以绕过全屏幕视图并返回到 Aperture 主工作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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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屏幕视图的检视器模式中工作
首次进入全屏幕视图时，将显示检视器模式。检视器模式类似于 Aperture 主窗口中的拆分视图布局；但是， 
照片将以高分辨率显示在实色背景上。您可使用连续画面导航浏览照片。

在连续画面中查看照片

 1 如果需要，请将鼠标指针放在连续画面所在位置（底部、左侧或右侧）的窗口区域的上方，来显示该连续画面。

 2 通过按下箭头键或点按您想要查看的照片，选择在连续画面中显示的照片。

同时查看多个照片

 1 从工具栏的“检视器模式”弹出式菜单中选取“显示多个”。 

 2 将鼠标指针放在连续画面所在位置（底部、左侧或右侧）的窗口区域的上方来显示该连续画面，并执行以下一项
操作：

 • 按住 Command 键点按非相邻照片以选择照片。

 • 按住 Shift 键点按照片以选择照片范围。

显示和移动连续画面

您可以选取总是显示连续画面，以便 Aperture 自动让照片和连续画面适合屏幕而不重叠，也可以隐藏连续画
面，以便仅在将指针放在停靠区域上时才显示。

您还可以将连续画面移到主显示器的左侧、底部或右侧。

 m 若要总是显示连续画面：将“总是显示连续画面”控制移到锁定位置。

“总是显示连续画面”控制

 m 若要仅在将指针移到停靠位置上时才显示连续画面：将“总是显示连续画面”控制移到解锁位置。

 m 若要将连续画面移到不同位置：将连续画面拖到 Aperture 窗口的左侧、右侧或底部。

在连续画面中搜索照片

照片数超过连续画面一次可以显示的数量时，可以使用连续画面中的搜索栏快速查找照片。搜索将限制为在 
“检查器”HUD 的“资料库”面板中选择的图像。

 m 在连续画面的搜索栏中输入该照片的相关文本。

Aperture 会为您找到相关照片，同时从视图中移除其他照片。若要再次查看所有照片，请点按搜索栏的“还
原”按钮（带有 X）或在搜索栏中删除文本。

【重要事项】您可以使用键盘快捷键快速实现显示具有特定评价的照片或具有特定关键词的照片的搜索。处

理照片时，会意外按下此类键盘快捷键，并看到屏幕上的照片意外更改或甚至消失。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可以

显示照片，方法是点按搜索栏中的“还原”按钮，以在“过滤器”HUD 中还原搜索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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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定连续画面过滤照片

默认情况下，连续画面设定为显示未评价或更好的照片。评价指定为“拒绝”的任何照片都自动从视图中移除。

若要查看被拒绝的照片，必须将连续画面设定为显示所有照片。

您还可以按评价之外的条件过滤显示在连续画面中的照片。例如，您可以按是否有旗标或指定了颜色标签来过

滤照片。

 m 若要将连续画面设定为显示所有照片：在连续画面中，从搜索栏弹出式菜单中选取“全部显示”。

所有照片（包括被拒绝的照片）都将显示在连续画面中，且“全部显示”将显示在连续画面的搜索栏中。

 m 若要将连续画面设定为仅显示被拒绝的照片：在连续画面中，从搜索栏弹出式菜单中选取“已拒绝”。

仅评价为“拒绝”的照片显示在连续画面中，且 X 显示在连续画面的搜索栏中。

 m 若要将连续画面设定为仅显示有旗标的照片：在连续画面中，从搜索栏弹出式菜单中选取“有旗标”。

 m 若要将连续画面设定为显示指定了特定颜色标签的照片：在连续画面中，从搜索栏弹出式菜单中选取颜色标签。

查看全屏幕视图工具栏

全屏幕视图中显示的工具栏类似于 Aperture 主窗口中的工具栏。您可使用工具栏的按钮和工具对图像进行调
整并控制显示器。

 m 在全屏幕视图中，将指针移到主显示器的顶部。

通过点按工具栏中的“总是显示工具栏”控制，可以让工具栏总是显示在屏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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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屏幕视图的浏览器模式中工作
您可以将全屏幕视图设定在在检视器模式和浏览器模式之间切换。浏览器模式将在黑色背景上以网格形式显

示缩略图，其中颜色干扰最小。位于 Aperture 主工作空间的浏览器中时，搜索栏和“过滤器”HUD 可供访问用
于过滤照片。将全屏幕视图设定为浏览器模式时，工具栏在屏幕顶部保持可访问，但连续画面将消失。

将全屏幕视图设定为浏览器模式

 1 如果 Aperture 尚未处于全屏幕视图中，请按下 F 键进入全屏幕视图。

 2 若要从检视器模式切换到浏览器模式，请按下 V 键。

若要切换回检视器模式，请按下 V 键或连按缩略图图像。

导航浏览照片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m 按下箭头键可左移、右移、上移或下移。

 m 使用扫动手势来滚动浏览照片，然后点按您要处理的照片。

在浏览器模式中选择和搜索照片的方式与在 Aperture 主窗口中将浏览器设定为网格视图时选择和搜索照片
的方式相同。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74 页选择照片和第 137 页搜索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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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屏幕视图的项目模式中工作
您想要使用尽可能多的屏幕空间且颜色干扰最低的情况下查看项目时，可以将全屏幕视图设定为项目模式。

将全屏幕视图设定为项目模式

 1 如果 Aperture 尚未处于全屏幕视图中，请按下 F 键进入全屏幕视图。

 2 若要将全屏幕视图设定为浏览器模式，请按下 V 键。

 3 点按屏幕左上角的“项目”按钮。

全屏幕视图将从浏览器模式切换到项目模式。项目模式中的控制与 Aperture 主窗口的项目视图中的控制相
同。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57 页处理项目和第 57 页查看项目。

若要切换回浏览器模式，请连按项目的缩略图。

在全屏幕视图中使用 HUD
您可以使用这些 HUD 在全屏幕视图中处理您的照片：

 • “关键词”HUD：创建并整理关键词以及将关键词添加到您的照片中。

 • “检查器”HUD：导航浏览资料库，修改照片中的元数据，以及执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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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工具 HUD：使用与 HUD 配合使用的任意一种调整工具。

HUD 可在全屏幕视图
下使用，而且可以使调

整照片更容易。

显示或隐藏“关键词”HUD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m 点按工具栏中的“关键词”HUD 按钮。

在全屏幕视图中使用“关键词
”HUD，将关键词快速添加到
照片。

 m 按下 Shift-H 键。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100 页使用“关键词”HUD 来应用关键词。

67% resize factor



 第 5 章：查看和比较照片 163

显示或隐藏“检查器”HUD
 m 按下 H 键。

处理照片时，在全屏幕视图中使用“
检查器”HUD 来打开“资料库”面板、
“信息”面板或“调整”面板。

【提示】 若要在执行图像调整时暂时隐藏“检查器”HUD 来清楚的看到您的照片，请在“调整”面板中拖移滑
块时按住 Shift 键。释放 Shift 键时，“检查器”HUD 将重新显示。

打开任意调整工具 HUD
 1 通过将指针移到主显示器的屏幕顶部，显示全屏幕视图工具栏。

 2 选择工具栏中的调整工具，或从“快速笔刷”弹出式菜单  中选取快速笔刷调整。

如果选定的工具具有 HUD，则该 HUD 将显示。

“裁剪”工具

在工具栏中选择“裁剪”工具时
会出现“裁剪”HUD。

若要隐藏调整工具的 HUD，请选择工具栏中的“选择”工具。

更改全屏幕视图中的元数据显示
针对检视器和浏览器选取的元数据显示设置同样适用于在全屏幕视图及其连续画面中显示的照片。检视器设

置控制全屏幕照片的元数据显示，而浏览器设置控制连续画面中缩略图的元数据显示。有关设置元数据显示的

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176 页使用元数据概述。

尽管菜单不可用于全屏幕视图，但可以使用用于更改浏览器和检视器中的元数据显示的相同键盘快捷键，更改

元数据显示。

打开或关闭全屏幕视图中元数据的显示

 m 按下 Y 键。

在全屏幕视图中的照片元数据视图之间切换

 m 按下 Shift-Y 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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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连续画面和全屏幕视图浏览器模式中隐藏或显示元数据

 m 按下 U 键。

使用放大镜查看照片

放大镜概述
Aperture 具有放大镜工具（也称为居中放大镜），可让您在浏览器中检查图像缩略图的焦点和细节（无需在检
视器中打开该照片），放大来检查细节，然后切换回在浏览器中扫描浏览缩略图。有关使用检视器来放大图像的

信息，请参阅第 150 页以完整分辨率查看照片。

“放大镜”弹出式菜单

放大镜

您可以将放大镜放在照片的一部分上以放大镜视图查看该区域。除检查照片的焦点外，放大镜对快速检查感应

器灰尘、缺陷、影片扫描上的指纹和其他问题都很有帮助。您可以将放大镜用于 Aperture 资料库中的任何照
片或缩略图。

为了方便您，Aperture 还提供另一个版本的放大镜。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167 页使用备选放大镜。

使用放大镜放大照片
您可以通过将居中放大镜放到照片上来放大照片的一部分。您也可以让放大镜不动，并将其设定为放大指针位

置所在的照片部分。使用指针放大照片，这在您不想放大镜覆盖照片的一部分的时候非常有用。

指针位置

“放大镜”弹出式菜单

放大镜会放大显示指针所在位

置的照片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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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更改放大镜的大小，以及增加或减小其放大级别。您也可以让放大镜将照片显示为网格，以显示照片的

实际像素组成，从而让您可以采用高放大比例（400% 或更高）查看各个像素值。您还可以将放大镜设定为显
示照片的颜色值读数，从而显示针对测色计选择 RGB (%)、RGB（8 位）、Lab、CMYK、HSB 或 HSL 值。

放大镜设定为显示像素网格和

颜色值

显示或隐藏放大镜

 m 若要显示放大镜：选取“显示”>“显示放大镜”，或按下重音符键 (`)。

 m 若要隐藏放大镜：选取“显示”>“隐藏放大镜”，或按下重音符键 (`)。

您也可以点按工具栏中的“放大镜”按钮以显示或隐藏放大镜。

移动放大镜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m 拖移放大镜句柄。

 m 在放大镜内拖移。

一个圆圈会出现，对准要放大的区域。

 m 在按住重音符键 (`) 的同时点按照片中的特定位置。

放大镜将移动到您点按的照片部分。

使用指针放大照片部分

 m 从“放大镜”弹出式菜单中选取“聚焦于光标”。

从弹出式菜单中选取“聚焦于
光标”。

若要关闭此功能，请从“放大镜”弹出式菜单中选取“聚焦于放大镜”。

更改放大镜的大小和放大比例

您可以更改放大镜的大小，以及增加或减小其放大级别。

 m 若要增加放大镜的大小：选取“显示”>“放大镜选项”>“增大直径”，或按下 Option–Shift–加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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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也可以拖移放大镜控制柄上的调整大小控制。

 m 若要减小放大镜的大小：选取“显示”>“放大镜选项”>“减小直径”，或按下 Option-Shift-下划线键 (_)。

您也可以拖移放大镜控制柄上的调整大小控制。

 m 若要更改到特定的放大级别：从“放大镜”弹出式菜单中选取放大级别。

在此处选取放大比例。

 m 若要以增量方式增大放大镜的放大比例：选取“显示”>“放大镜选项”>“增大缩放比例”，或按下 Shift–
Command–加号键 (+)。

重复按下这些键可继续增大放大比例。

 m 若要以增量方式减小放大镜的放大比例：选取“显示”>“放大镜选项”>“减小缩放比例”，或按下 Shift-
Command-下划线键 (_)。

重复按下这些键可继续减小放大比例。

 m 若要平滑更改放大比例：使用滚动手势。

将放大镜设定为显示像素网格

 1 将放大镜的放大比例设定为 400% 或更高。

 2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选取“显示”>“放大镜选项”>“在放大镜中显示像素网格”。

 • 从“放大镜”弹出式菜单中选取“像素网格”。

若要关闭此功能，请再次选择此菜单项。

在放大镜中打开颜色值的显示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m 选取“显示”>“放大镜选项”>“在放大镜中显示颜色值”，或按下 Option-Shift-波浪号键 (~)。

 m 从“放大镜”弹出式菜单中选取“颜色值”。

若要关闭此功能，请再次选择此菜单项。

更改颜色值选项

 m 在“调整”检查器或“检查器”HUD 的“调整”面板中，从调整操作弹出式菜单  中选取颜色值选项。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306 页采样颜色值和显示相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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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备选放大镜
默认情况下，当您显示放大镜以检查照片的一部分时，Aperture 会显示居中放大镜，但是您也可以使用备选放
大镜。您将备选放大镜的小环放在您想要查看的照片部分，而大环将显示放大视图。根据照片中的细节，您可

以更改备选放大镜的大小，以及增加或减小其放大级别。它用于快速检查黄昏斑点、缺陷、指纹或其他问题。您

可以将备选放大镜用于 Aperture 资料库中的任何照片或缩略图。

备用放大镜会放大

显示其下方的任何

内容。

显示备选放大镜

 1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选取“显示”>“显示放大镜”，或按下重音符键 (`)。

 • 点按工具栏中的“放大镜”按钮。

 2 若要关闭居中放大镜的显示，请选取“显示”>“放大镜选项”>“使用居中放大镜”。

“使用居中放大镜”菜单项旁边的勾号会消失，“居中放大镜”会更改为备选放大镜。

更改备选放大镜的大小和放大比例

 m 若要增加备选放大镜的大小：选取“显示”>“放大镜选项”>“增大直径”，或按下 Option–Shift–加号 (+)。

 m 若要减小备选放大镜的大小：选取“显示”>“放大镜选项”>“减小直径”，或按下 Option-Shift-下划线键 (_)。

 m 若要增大备选放大镜的放大比例：按下 Shift–Command–加号 (+)。

重复按下这些键可继续增大放大比例。

 m 若要减小备选放大镜的放大比例：按下 Shift-Command-下划线键 (_)。

重复按下这些键可继续减小放大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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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看片台中排列照片

看片台概述
看片台提供了一个大的、开放的空间，可供您自由地调整照片大小、将照片分组和重新排列照片。您可以像在物

理看片台上使用幻灯片一样，在看片台中使用照片。您可以将所选照片放在看片台中来检查它们和将它们拖到

新位置、以不同的组合方式对它们进行排列、分组和大小调整，以查看这些照片在网页或相册页面上的样子。看

片台会自动显示黄色的指引线，该指引线会显示您正在使用的项目与页面上已有的其他项目的对齐方式。您永

远都用不完看片台的空间，因为当您添加照片到该空间时它会跟着变大，通过放大或更改所显示的看片台的区

域可轻松地调整视图。

您可以使用看片台以：

 • 校正许多相关照片的颜色。您可以将相关的照片排列在一起，并仔细比较照片之间的颜色值。

 • 将照片排序到相关的堆中。排序后，您可以选择成组的照片，并将关键词同时指派给组中所有照片。

 • 创建编辑布局、排列照片屏幕以讲述故事。您可以将给定项目中的所选内容放在看片台中并对它们进行排

列，以便作可视化处理和消除重复照片。在将同一主题的照片分组和配对时，您会发现看片台非常适合检查

照片之间的关系。

在看片台中排列照片后，您可以打印该排列。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321 页打印看片台排列。

创建和删除看片台相簿
若要在看片台中查看照片，您首先要创建看片台相簿。您可以先新建空相簿，然后将照片拖到其中，也可以先选

择项目中的照片，然后创建看片台相簿来容纳它们。

如果您不再需要看片台相簿，可以删除它。如果您已经将看片台相簿中的照片转移到其他项目或相簿，其他项

目或相簿中的照片会保持不变，即使看片台版本已丢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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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新的、空的看片台相簿

 1 在“资料库”检查器中，选择您想要新的看片台相簿出现在的项目或文件夹。

如果您想要看片台显示在“资料库”检查器的“看片台”部分中，请选择“项目”。

 2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选取“文件”>“新建”>“看片台”。

 • 按住 Control 键并点按“资料库”检查器中的项目，然后从快捷菜单中选取“新建”>“看片台”。

 • 从工具栏中的“新建”弹出式菜单中选取“看片台”。

从工具栏的“新建”弹出式菜
单中选取“看片台”。

 3 在出现的对话框中，为看片台相簿输入一个名称，并确定“将所选项添加到新的看片台”复选框未被选定。

确保此复选框

未被选定。

 4 点按“好”。

新的、空的看片台相簿会出现在“资料库”检查器中。您可以将“资料库”检查器中任何项目的照片拖到新的看

片台相簿。

创建容纳所选照片的看片台相簿

 1 在浏览器中，选择要放在看片台相簿中的照片。

 2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选取“文件”>“新建”>“看片台”。

 • 按住 Control 键并点按“资料库”检查器中的选定项目，然后从快捷菜单中选取“新建”>“看片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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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从工具栏中的“新建”弹出式菜单中选取“看片台”。

从工具栏的“新建”弹出式菜
单中选取“看片台”。

 3 在出现的对话框中，为看片台相簿输入一个名称，并确定选择“将所选项添加到新的看片台”复选框。

确保此复选框

已被选定。

 4 点按“好”。

新的看片台相簿包含“资料库”检查器中的所选照片。如果需要，您可以将其他照片从浏览器拖到“资料库”检

查器中的看片台相簿。

删除看片台相簿

 1 在“资料库”检查器中选择看片台相簿。

 2 选取“文件”>“删除看片台”（或按下 Command-Delete 键）。

删除的看片台相簿放在 Aperture 废纸篓中。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53 页使用 Aperture 废纸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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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看片台中放置和查看照片
将照片添加到看片台相簿后，您可以选择要使用的照片并将它们放置在看片台中进行查看。您可以调整看片台

视图，此功能在看片台比您的屏幕大小更大时十分有用。您也可以增加看片台的区域。

在看片台中添加和移除照片

 m 若要将照片添加到看片台：在“资料库”检查器中选择某个看片台相簿，然后将照片从浏览器拖到看片台。

只需将图像从浏览器拖到

看片台即可。

 m 若要从看片台移除照片：在浏览器中选择照片，然后点按看片台左上角的“已选定看片台放回原处”按钮。

点按“将所选项放回原处”按钮
以移除所选照片。

该照片会从看片台消失但在浏览器中仍然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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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查看浏览器中未放入的照片

如果看片台相簿中有多个照片，那要记住哪些照片您尚未放入看片台可能是一件困难的事情。您可以设定浏览

器以仅显示未放置的照片。

 m 点按“显示未被放入的图像”按钮。

“显示未被放入的图像”
按钮

“显示所有图像”
按钮

若要再次在浏览器中查看看片台相簿的完整内容，请点按“显示所有图像”按钮。

调整看片台视图

 m 若要放大或缩小看片台：拖移“缩放”滑块。

“缩放以适合”按钮

拖移看片台缩

放滑块以放大

或缩小。

 m 若要使看片台适合您的屏幕大小：点按“缩放以适合”按钮。

 m 若要将看片台视图更改为 100%：按住 Control 键并点按看片台的空白区域，然后从快捷菜单中选取“缩放为 
100%”。

 m 若要增加看片台的区域：将照片拖到网格背景的边距，这样看片台的区域就会自动扩展。

将照片拖到看片台

的边框以展开看片

台区域。

67% resize factor



 第 5 章：查看和比较照片 173

在看片台中移动照片、调整照片的大小和对齐照片
在看片台中，您可以将照片拖到新位置，可尝试不同的组合方式和方向。例如，您可能拍摄了一组相关的照片并

对它们进行排列，以查看它们在打印页面上的样子。您还可以放大和缩小照片。调整照片大小后，您可以快速将

照片还原为原始大小。

拖移看片台中的照片时，黄色的指引线会出现，以标记与您拖移的照片相关的、静止不动且未选择的照片的垂

直点、水平点以及居中点。使用这些指引线，您可以通过目视确定您的所选照片与看片台中其他照片对齐。 

您也可以在看片台中选择一组照片，并根据它们的顶部、底部或两侧边缘或它们的中心来自动对齐它们。此外，

您可以让 Aperture 排列一组所选照片，使各个照片之间的间距相等。

拖移照片时，会出现参

考线，帮助您将照片与

其他照片对齐。

在看片台中移动照片

 m 在看片台中，选择要移动的照片并将它们拖到新位置。

若要给照片添加更多的看片台空间，请将照片拖到看片台的边界，直到看到屏幕开始滚动。 

更改照片的大小

 m 将指针放在照片上，然后拖移大小调整控制柄。

将指针移到照片上以显示调整大

小控制柄，然后拖移以更改照片

的大小。

若要将照片还原到其先前的大小，请按住 Control 键点按它，然后从快捷键菜单中选取“还原所选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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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看片台中对齐和排列照片

 m 若要手动对齐照片：在看片台中，选择要进行对齐的照片，确定要与之对齐的照片没有选定，然后拖移所选 
照片。

拖移时，黄色的参考线显示以帮助您将所选照片与未选择的照片对齐。退出拖移时，黄色的指引线会消失。

 m 若要通过照片的边缘或中心自动对齐所选照片：选择照片或照片组，按住 Control 键点按照片选择部分，从快
捷键菜单中选取“对齐“，然后从子菜单中选取一个对齐选项。

 m 若要自动排列看片台中的所有照片：按住 Control 键并点按照片旁边，然后从快捷菜单中选取“排列所有项”。

显示看片台中被其他照片遮盖的照片

如果照片组中某些照片隐藏在其他照片之后，您可以显示照片组中的所有照片。

 1 选择照片组中的顶部照片。 

顶部照片会被选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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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点按“显示”按钮（或按下 Shift-X 键）。

点按“显示”按钮以显
示所选照片下面的所

有照片。

若要重新分组照片，请选择未被遮盖的照片。照片将被重新分组，所选照片将位于顶部。

在看片台中排列照片后，您可以打印该排列以作进一步检查。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321 页打印看片台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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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元数据概述
您照片的信息，其中包括所应用的调整的类型、相机录制的信息，以及有关照片的描述性信息，称为元数据。在 
Aperture 中，您要使用三种元数据：

 • “可交换图像文件”数据：相机录制的信息，它在图像文件拍摄时储存在照片中，如快门速度、光圈系数、照

片捕捉的时间、相机型号，以及 GPS 数据（适用于支持它的相机）。 

 • 在 Aperture 中应用的数据：在 Aperture 中添加的信息，如版本名称、颜色标签、旗标、关键词、照片导入
的时间、照片所应用的调整类型，以及照片发布的方式和地点。 

 • “国际新闻电传通讯委员会”数据：供摄影师和媒体组织使用的标准化数据，用于将关键词、说明、版权声明

和其他信息嵌入到图像文件本身中。您可以在 Aperture 中查看和修改 IPTC 元数据。

【注】有关在 Aperture 中使用 GPS 数据的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119 页地点概述和第 121 页查看照片位置。  

您可以在以下三个地方中的任何一个查看元数据：

 • 在“信息”检查器中

从“元数据视图”弹出式菜单中选取一种元数
据视图。

“信息”检查器

使用“元数据”操作弹出式菜单来应用和编辑
元数据预置、管理自定栏以及将音频文件附

加到图像。

使用元数据

67% resize factor



 第 6 章：使用元数据 177

 • 在说明样式的叠层中，它出现在浏览器和检视器中的照片下方

检视器中的照片，

其元数据显示在展

开的元数据叠层视

图中

 • 在元数据工具提示中—浮动的信息窗口（将鼠标指针放在浏览器或检视器中的照片上方时出现）

元数据工具提示

您可以打开或关闭叠层的显示。您可以选取显示基本的叠层视图来显示照片的版本名称和说明，也可以选取显

示扩展的叠层视图来显示照片的评分、标记、光圈设置、快门速度和其他信息。此外，您还可以创建自定叠层视

图来显示任何元数据组合。

您可以为网格视图和连续画面视图中的检视器和浏览器以及列表视图中的浏览器，选取不同的元数据叠层视

图。您也可以显示元数据及其标签，以帮助标识正在显示的元数据的类型。

【注】为检视器选取元数据视图也会定义在全屏幕视图中与照片一起显示的元数据。如果为网格视图中的浏览

器选取元数据视图，则会定义与全屏幕视图连续画面中的缩略图图像以及全屏幕视图浏览器模式中的缩略图

图像一起显示的元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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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信息检查器或信息 HUD 中查看和更改元数据

显示信息检查器和修改视图
您可以在“信息”检查器和“检查器”HUD 的“信息”面板中查看所选照片的元数据。在这里您可以显示不同的
元数据组（通用信息、评分、文件信息、EXIF 信息等等）并创建自定组来显示对您最有用的信息。您还可以修改
某些类型的元数据（评分、版本名称、说明等等）。

显示“信息”检查器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m 选取“窗口”>“显示检查器”（或按下 I 键），然后点按“信息”标签。

 m 点按工具栏中的“检查器”按钮，然后点按“信息”标签。

从“元数据视图”弹出式菜单中选取一种元数
据视图。

“信息”检查器

使用“元数据”操作弹出式菜单来应用和编辑
元数据预置、管理自定栏以及将音频文件附

加到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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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检查器”HUD 的“信息”面板
 m 请选取“窗口”>“显示检查器 HUD”（或按下 H 键），然后点按“信息”。

从“元数据视图”弹出式菜单中
选取一种元数据视图。

使用“元数据”操作弹出式菜单
来应用和编辑元数据预置、管

理自定栏以及将音频文件附加

到图像。

“检查器”HUD 的“信息”面板

在“信息”检查器和“检查器”HUD 的“信息”面板中切换元数据视图
您可以更改显示在“信息”检查器中的元数据栏和“检查器”HUD 的“信息”面板，方法是从“元数据视图”弹
出式菜单中选取不同的元数据视图。

 1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若要显示“信息”检查器：点按工具栏中的“检查器”按钮（或按下 I 键），然后点按“信息”标签。

 • 若要显示“检查器”HUD 的“信息”面板：请选取“窗口”>“显示检查器 HUD”（或按下 H 键），然后点按 
“信息”。

 2 从“元数据视图”弹出式菜单中选取一种元数据视图。

 3 若要更改可编辑文本栏中的元数据，请在文本栏中点按以激活它，然后输入想要的文本。

在元数据视图中重新排列元数据栏

 m 请将元数据标签拖成您想要的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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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信息检查器和检查器 HUD 中修改元数据
您可以在“信息”检查器和“检查器”HUD 的“信息”面板中查看或更改所选照片的元数据。所选照片的元数据
出现在文本栏中。您可以更改显示在“信息”检查器中的元数据栏和“检查器”HUD 的“信息”面板，方法是从“
元数据视图”弹出式菜单中选取不同的元数据视图。您还可以修改元数据视图，方法是添加 EXIF 栏、IPTC 栏
以及您使用“元数据视图”对话框指定的其他各种元数据。此外，您可以使用“相机信息”面板中的控制来给所

选图像添加颜色标签、评价和旗标。如果某张照片有音频附件，您也可以使用“相机信息”面板中的控制来聆听

该音频。

“相机信息”面板

“检查器”HUD 的“信
息”面板

“元数据”操作弹出式
菜单

从“元数据视图”弹出
式菜单中选取一种元

数据视图。

“信息”检查器的顶部和“检查器”HUD 的“信息”面板会显示照片的基本相机信息（如果有该信息）。该区域
称为“相机信息”面板。如果某个视频片段已选定，“相机信息”面板会显示该视频片段的长度、帧尺寸以及每秒

的帧数。如果某个音频片段已选定，“相机信息”面板会显示该音频的长度、位速率和该音频文件的类型。除显

示基本相机信息外，“相机信息”面板还包含各种控制，有用于对照片应用颜色标签、评价和旗标的控制，还有用

于显示自动对焦点叠层（表示相机聚焦在图像的哪一部分）的控制。

评价按钮

“自动聚焦点”按钮

“颜色标签”弹
出式菜单

“旗标”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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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照片添加颜色标签、评分或旗标

 1 在“信息”检查器或“检查器”HUD 的“信息”面板中，从元数据操作弹出式菜单  中选取“显示相机 
信息”。

 2 在“相机信息”面板中，执行以下任一项操作：

 • 若要将颜色标签添加到照片：从“颜色标签”弹出式菜单中选取一个颜色标签。

 • 若要给照片指定评价：点按与您要应用到照片的评价对应的评价按钮。

最左边的按钮给出一个“拒绝”评价，最右边的按钮给出一个五颗星的评价（或“选择”）。

 • 若要给照片标上旗标：点按“旗标”按钮，或按下斜杠 (/)。

再次点按“旗标”按钮可从照片移除旗标。

显示自动对焦点叠层

如果您的相机存储与 Aperture 兼容的自动对焦 EXIF 元数据，您可以让 Aperture 在图像上方显示自动对焦
点。用于对焦图像的自动对焦点以红色显示。

 m 在“相机信息”面板中，点按“自动对焦点”按钮（或按下 Option-F 键）。

【提示】您可以在图像上暂时显示自动对焦点叠层，方法是在“相机信息”面板中将指针放在“自动对焦点”按

钮上方。当您将指针移出“自动对焦点”按钮时，自动对焦点叠层会消失。

更改照片的元数据

 1 选择照片。

 2 在“元数据视图”弹出式菜单中，选取包含您要更改的元数据栏的元数据视图。

 3 在文本栏中点按以激活它，然后输入想要的文本。

【注】并非所有元数据栏都可以编辑。大多数 EXIF 元数据栏不能更改。

显示和隐藏“说明（大）”栏

若要快速将说明文本添加到您的所有照片，您可以设定“信息”检查器和“检查器”HUD 的“信息”面板以自动
显示扩大版本的“说明”栏。然后您可以将说明文本应用到每个选定的照片，方法是在该区域中输入文本。

 m 在“信息”检查器或“检查器”HUD 的“信息”面板中，从“元数据视图”弹出式菜单中选取“说明（大）”。

聆听音频附件

如果浏览器中的所选照片带有音频附件，您可以使用“信息”检查器或“检查器”HUD 的“信息”面板来聆 
听它。

 1 在浏览器中，选择带有音频附件的照片。

“音频标记”表示此照片具有
音频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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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在“信息”检查器或“检查器”HUD 的“信息”面板中，点按“播放”按钮。

“播放”按钮

Aperture 会播放该音频附件。有关将附件添加到照片的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45 页将音频附件添加到图像文
件。

查看照片的共享状态

如果您已经与您的 Flickr 帐户和 Facebook 帐户共享照片，则可以使用“信息”检查器查看照片的状态。如
果您从您的某个 Flickr 帐户或 Facebook 帐户下载了照片，“信息”检查器会显示照片下载自哪个帐户。如果
您将照片从 Aperture 发布到您的某个在线帐户，“信息”检查器会显示照片发布到的特定 Facebook 相簿或 
Flickr 相片集以及照片发布的时间。

 1 在浏览器中，选择一张照片。

 2 在“信息”检查器或“检查器”HUD 的“信息”面板中，从“元数据视图”弹出式菜单中选取“共享”。

如果照片是在线共享的，“信息”检查器要么显示它下载自的帐户，要么显示它发布到的帐户和相簿（或相片

集）以及发布的时间。如果照片未共享，“信息”检查器也会表明。

查看和回复朋友针对您的 Facebook 照片发布的注释
如果您在 Aperture 中创建了 Facebook 相簿并将您的 Aperture 资料库中的照片与您的 Facebook 帐户共
享，您可以使用“信息”检查器来查看您朋友发布的有关照片的评论。Aperture 使得回复显示在“信息”检查
器中的评论或添加您自己的评论非常容易，方法是在您的 Web 浏览器中打开相应的页面。

 1 在浏览器中，选择用 Facebook 共享的照片。

 2 在“信息”检查器或“检查器”HUD 的“信息”面板中，从“元数据视图”弹出式菜单中选取“共享”。

Facebook 上您朋友发布的有关所选照片的评论会出现在“信息”检查器中。

 3 若要回复注释，请点按注释。

您的互联网浏览器会打开该照片发布的 Facebook 页面。您可以将您的回复直接发布到您的 Facebook  
帐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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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照片显示元数据

元数据叠层概述
使用几种基本的控制，您可以打开或关闭元数据叠层，指定显示在检视器和浏览器的叠层中的元数据类型，以

及选取要显示的叠层视图的类型（说明样式或浮动的工具提示）。

某些元数据叠层视图专为在检视器中、在网格视图或列表视图的浏览器中、或者在元数据工具提示中显示信息

而设计。以下表格列出了您可以选取的元数据叠层视图以及每个视图显示的信息。

元数据叠层视图 显示的信息

检视器 - 基本 标记、评价、关键词、标签和旗标

检视器 - 扩展 评价、标记、标签、光圈（光圈系数）、快门速度、曝光补偿、

等效焦距（35 毫米）、等效焦距、镜头、说明、关键词、版本名
称、日期、ISO、文件大小和项目路径

网格视图 – 基本 标记、评价、标签和旗标

网格视图 – 扩展 标记、评价、版本名称、标签和旗标

列表 - 基本 版本名称、标记、评价、标签、旗标、日期、光圈（光圈系数）、

快门速度、曝光补偿、ISO、等效焦距（35 毫米）、等效焦距、
镜头、像素大小、方向、宽高比、文件名称、文件大小、相机型

号、导入会话和项目路径

列表 - 扩展 版本名称、标记、评价、标签、旗标、日期、说明、关键词、提供

者、版权声明、标题、文件名称、文件大小、相机型号、导入会

话、项目路径、光圈（光圈系数）、快门速度、曝光补偿、ISO、
等效焦距（35 毫米）、等效焦距、镜头和像素大小

元数据工具提示 版本名称、文件名称、日期、文件大小、说明、关键词、光圈（光

圈系数）、快门速度、曝光补偿、ISO、等效焦距（35 毫米）、
等效焦距、像素大小、相机制造商、相机型号和评价

打开或关闭元数据显示
您可以打开或关闭元数据显示，并可使用菜单命令或工具条中的“元数据叠层”弹出式菜单独自地在检视器和

浏览器中的元数据叠层视图之间切换。

“元数据叠层”弹出式菜单

在检视器中隐藏或显示元数据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m 选取“显示”>“元数据显示”，然后从子菜单的“检视器”部分中选取“显示元数据”（或按下 Y 键）。

 m 在工具条中，从“元数据叠层”弹出式菜单的“检视器”部分中选取“显示元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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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检视器中在基本元数据视图和扩展元数据视图之间切换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m 选取“显示”>“元数据显示”，然后从子菜单的“检视器”部分中选取“切换到扩展视图”或“切换到基本视图” 
（或按下 Shift-Y 键）。

 m 在工具条中，从“元数据叠层”弹出式菜单的“检视器”部分中选取“切换到扩展视图”或“切换到基本视图”。

在连续画面视图和网格视图中的浏览器中隐藏或显示元数据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m 选取“显示”>“元数据显示”，然后从子菜单的“浏览器”部分中选取“显示元数据”（或按下 U 键）。

 m 在工具条中，从“元数据叠层”弹出式菜单的“浏览器”部分中选取“显示元数据”。

在连续画面视图、网格视图和列表视图中的浏览器的基本元数据视图和扩展元数据视图之间切换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m 选取“显示”>“元数据显示”，然后从子菜单的“浏览器”部分中选取“切换到扩展视图”或“切换到基本视图” 
（或按下 Shift-U 键）。

 m 在工具条中，从“元数据叠层”弹出式菜单的“浏览器”部分中选取“切换到扩展视图”或“切换到基本视图”。

【注】切换到扩展视图会增加显示在列表视图中的栏数。

打开或关闭元数据工具提示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m 选取“显示”>“元数据显示”>“图像工具提示”（或按下 Control-T 键）。

 m 在工具条中，从“元数据叠层”弹出式菜单中选取“显示元数据工具提示”。

元数据工具提示打开时，该菜单项的旁边显示有勾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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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要显示在检视器和浏览器中的元数据的类型
您使用“浏览器和检视器元数据”对话框来指定显示在网格视图和连续画面视图中的检视器和浏览器中，以及

列表视图中的浏览器中的基本和扩展视图。您还可以指定显示在元数据工具提示中的元数据的类型。

【注】当您为列表视图中的浏览器选取一种元数据叠层视图时，该元数据叠层视图会决定显示的栏数。该元数

据叠层视图中的每个元数据项目与列表视图的列对应。

从此弹出式菜单中

选取所需的元数据

叠层视图。

顶部的项目显示在叠层的

左侧。

上下拖移元数据栏以更改其

显示顺序。

点按显示三角形以更

改要显示在特定群组

中的元数据。 

设定显示在特定元数据叠层视图中的元数据栏

 1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选取“显示”>“元数据显示”>“自定”（或按下 Command-J 键）。

 • 在工具条中，从“元数据叠层”弹出式菜单中选取“编辑”。

“浏览器和检视器元数据”对话框会出现。

 2 从“显示”弹出式菜单中选取要修改的元数据叠层视图。

 3 在“元数据栏”列中，执行以下任意一项操作：

 • 若要添加 EXIF 信息，如曝光设置和光圈设置：点按 EXIF 显示三角形，然后选择您要添加到元数据叠层视图
的元数据栏旁边的复选框。

 • 若要添加 IPTC 信息，如版权信息和关键词：点按 IPTC 显示三角形，然后选择您要添加到元数据叠层视图的
元数据栏旁边的复选框。

 • 若要添加 Aperture 信息，如版本名称和颜色标签：点按 Aperture 显示三角形，然后选择您要添加到元数
据叠层视图的元数据栏旁边的复选框。

 • 若要添加音频和视频片段信息，如时间长度、数据速率和帧/秒 (fps)：点按“音频/视频”显示三角形，然后选
择您要添加到元数据叠层视图的元数据栏旁边的复选框。

 • 若要添加有关照片使用的信息，如照片是否已经打印或用电子邮件发出：点按“照片使用”显示三角形，然后

选择您要添加到元数据叠层视图的元数据栏旁边的复选框。

所选元数据栏将被添加到“显示顺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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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如果要更改元数据栏在叠层中显示的顺序，请将“显示顺序”列中的元数据栏拖到新排列中。

“显示顺序”列中最上面的元数据项显示在叠层的左侧。

 5 如果您对指定给所选元数据叠层视图的元数据栏以及该视图中元数据栏的排列感到满意，请点按“好”。

从元数据叠层视图中移除元数据栏

 1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选取“显示”>“元数据显示”>“自定”（或按下 Command-J 键）。

 • 在工具条中，从“元数据叠层”弹出式菜单中选取“编辑”。

“浏览器和检视器元数据”对话框会出现。

 2 从“显示”弹出式菜单中选取要修改的元数据叠层视图。

 3 在“显示顺序”栏中，点按您要移除的元数据栏旁边的移除按钮 (–)。

 4 如果您对指定给所选元数据叠层视图的元数据栏以及该视图中元数据栏的排列感到满意，请点按“好”。

在元数据工具提示中设定元数据的显示

您还可以在工具提示（浮动信息窗口，将鼠标指针放置在照片上方时出现）中自定元数据的显示方式。 

 1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选取“显示”>“元数据显示”>“自定”（或按下 Command-J 键）。

 • 在工具条中，从“元数据叠层”弹出式菜单中选取“编辑”。

“浏览器和检视器元数据”对话框会出现。

 2 从“显示”弹出式菜单中选取“元数据工具提示”。

从“显示”弹出式菜单中选
取“元数据工具提示”。

 3 在“元数据栏”列中，执行以下任意一项操作：

 • 若要添加 EXIF 信息，如曝光设置和光圈设置：点按 EXIF 显示三角形，然后选择您要添加到元数据工具提示
的元数据栏旁边的复选框。

 • 若要添加 IPTC 信息，如版权信息和关键词：点按 IPTC 显示三角形，然后选择您要添加到元数据工具提示的
元数据栏旁边的复选框。

 • 若要添加 Aperture 信息，如版本名称和颜色标签：点按 Aperture 显示三角形，然后选择您要添加到元数
据工具提示的元数据栏旁边的复选框。

 • 若要添加音频和视频片段信息，如时间长度、数据速率和帧/秒 (fps)：点按“音频/视频”显示三角形，然后选
择您要添加到元数据工具提示的元数据栏旁边的复选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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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若要添加有关照片使用的信息，如照片是否已经打印或用电子邮件发出：点按“照片使用”显示三角形，然后

选择您要添加到元数据工具提示的元数据栏旁边的复选框。

所选元数据栏将被添加到“显示顺序”列。

 4 如果要更改元数据栏在工具提示中显示的顺序，请将“显示顺序”列中的元数据栏拖到新排列中。

 5 如果您对指定给元数据工具提示视图的元数据栏以及该视图中元数据栏的排列感到满意，请点按“好”。

设定元数据叠层的位置

您可以使用“浏览器和检视器元数据”对话框来指定与检视器中的照片、或者与网格视图或列表视图中的浏览

器中的照片一起显示的元数据叠层是显示在照片下半部分的上方还是照片正下方。

 m 若要在照片下半部分的上方显示元数据叠层：在“浏览器和检视器元数据”对话框的“显示顺序”列下方的区域

中，取消选择“在图像下方显示元数据”复选框。

 m 若要在照片正下方显示元数据叠层：在“浏览器和检视器元数据”对话框的“显示顺序”列下方的区域中，选

择“在图像下方显示元数据”复选框。

打开或关闭元数据标签的显示

您可以使用“浏览器和检视器元数据”对话框来指定元数据叠层视图显示带有标签的元数据。标签提供了元数

据栏的名称（例如“镜头”或者“说明”），并帮助标识正在显示的元数据的类型。在某些视图中，默认情况下显

示元数据标签，但是您可以在“浏览器和检视器元数据”对话框中关闭它们。关闭元数据标签可帮助您节省所

选元数据叠层视图中的视觉空间，允许您添加更多元数据栏。

 m 在“浏览器和检视器元数据”对话框的“显示顺序”列下方的区域中，选择或取消选择“显示元数据标签” 
复选框。

将会打开或关闭所选元数据叠层视图的元数据标签。元数据标签打开时，它们会与它们标识的元数据栏一起 
显示。

使用自动填充编辑器
当您在“信息”检查器”的栏中输入元数据时，Aperture 会检查以前的输入，如果找到匹配，它会为您完成输
入。例如，如果您之前使用过关键词 Landscape，当您再次键入 Landscape 的前几个字母时，Aperture 会自
动在栏中输入 Landscape。使用“自动填充编辑器”，您可以设置和更改 Aperture 自动输入的元数据列表。
您可以为栏类型输入多达 20 个条目。如果您在键入某个条目时出现拼写错误，您也可以使用“自动填充编辑
器”来纠正错误，以便 Aperture 建议正确的拼写。

在自动填充编辑器中设置自动填充条目

 1 选取“元数据”>“编辑自动填充列表”。

“移除”按钮

“添加”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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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若要编辑该列表，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若要添加条目：选择您要添加的元数据类型，点按添加按钮 (+)，然后输入想要的文本。

 • 若要更改条目：点按某种元数据类型的显示三角形以显示它的条目，然后连按您要更改的条目并键入新的 
文本。

 • 若要删除条目：点按某种元数据类型的显示三角形以显示它的条目，然后选择您要删除的条目并点按移除按

钮 (–)。

 3 点按“存储”。

使用元数据视图

元数据视图概述
除了可以从“元数据叠层”弹出式菜单中选取基本的叠层视图和扩展的叠层视图外，您可以创建自己的元数据

组合来显示您的照片，称为元数据视图。使用“信息”检查器中的控制和“元数据”对话框，您可以创建新的元

数据视图，也可以修改 Aperture 附带的元数据视图。 

您也可以将元数据的组合应用到您的照片，方法是在元数据视图中录制元数据并将它存储为元数据预置。有关

创建和使用元数据预置的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191 页创建元数据预置。

以下表格列出了您可以选取的元数据视图以及每个视图显示的信息。

元数据视图 显示的信息

通用 版本名称、说明、关键词、版权声明、标题、日期、像素大小、文

件大小、项目路径和标记 

仅名称 版本名称

仅说明 说明

名称和评价 版本名称、评价和标记

名称和说明 版本名称和说明

评价 评价和标记

说明和关键词 版本名称、说明和关键词

说明和摄制人员名单 版本名称、创建者、提供者、说明和版权声明

名片纸 版本名称、说明、标签、ISO、等效焦距、曝光补偿、光圈和快
门速度

文件信息 版本名称、文件名称、文件大小、像素大小、颜色模型和标记

照片信息 版本名称、日期、相机型号、镜头、ISO、等效焦距、等效焦距
（35 毫米）、曝光补偿、光圈、快门速度、闪光灯、白平衡、曝
光程序、测光模式、曝光模式、对焦模式、描述文件名称和像

素大小

EXIF 信息 版本名称、日期、相机制造商、相机型号、序列号、镜头、ISO、
等效焦距、等效焦距（35 毫米）、曝光补偿、光圈、快门速度、
闪光灯、闪光灯曝光补偿、白平衡、曝光程序、拍摄模式、测光

模式、曝光模式、对焦模式、焦距、文件大小、像素大小、原件

像素大小、描述文件名称、宽高比、方向和深度

GPS 纬度、经度、海拔和指南针方向（如果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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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数据视图 显示的信息

IPTC Core 联系人：创建者、职位、地址、城市、州/省、邮政编码、国家/地
区、电话、电子邮件地址和网站

内容：大标题、说明、关键词、IPTC 主题代码和说明作者

图像：创建日期、知识风格、IPTC 场景、位置、城市、州/省、国
家/地区和 ISO 国家/地区代码

状态：标题、作业标识符、指示、提供者、来源、版权和使用

条款

说明（大） 有大文本的说明栏

自定栏 自定元数据栏是使用“管理自定元数据栏”对话框创建的。自

定栏仅用于在 Aperture 中使用。

共享 有关是否共享所选照片以及所选照片共享位置的信息

注释 与共享的照片或视频关联的注释

创建、修改和管理元数据视图
您可以创建显示不同元数据组合的新元数据视图。您可以更改显示在元数据视图中的元数据的组合方式。您还

可以添加或移除元数据栏、创建新元数据栏，以及重新排列元数据栏显示的顺序。

【注】您不能修改 IPTC Core、“说明（大）”和“自定栏”元数据视图。

创建新的元数据视图

 1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若要显示“信息”检查器：点按工具栏中的“检查器”按钮（或按下 I 键），然后点按“信息”标签。

 • 若要显示“检查器”HUD 的“信息”面板：请选取“窗口”>“显示检查器 HUD”（或按下 H 键），然后点按“
信息”。

 2 从“元数据视图”弹出式菜单中选取“编辑”。

“元数据视图”对话框会出现。

 3 在“元数据视图”对话框中，从元数据视图操作弹出式菜单中选取“新建视图”。

“元数据视图”操作弹出式
菜单

一个未命名的新元数据视图将出现在“元数据视图”对话框的“元数据视图”列中。

 4 为这个新元数据视图输入名称，然后按下 Return 键。

 5 在“元数据栏”列中，执行以下任意一项操作：

 • 若要添加 EXIF 信息，如曝光设置和光圈设置：点按 EXIF 显示三角形，然后选择您要添加到元数据视图的元
数据栏旁边的复选框。

 • 若要添加 IPTC 信息，如版权信息和关键词：点按 IPTC 显示三角形，然后选择您要添加到元数据视图的元数
据栏旁边的复选框。

 • 若要添加 Aperture 信息，如版本名称和颜色标签：点按 Aperture 显示三角形，然后选择您要添加到元数
据视图的元数据栏旁边的复选框。

 • 若要添加音频和视频片段信息，如时间长度、数据速率和帧/秒 (fps)：点按“音频/视频”显示三角形，然后选
择您要添加到元数据视图的元数据栏旁边的复选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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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若要添加有关照片使用的信息，如照片是否已经打印或用电子邮件发出：点按“照片使用”显示三角形，然后

选择您要添加到元数据视图的元数据栏旁边的复选框。

 • 若要移除不想要的元数据栏：取消选择您要移除的元数据栏旁边的复选框。

 6 如果您对指定给元数据视图的元数据栏感到满意，请点按“好”。

新的元数据视图将被添加到“信息”检查器和“检查器”HUD 的“信息”面板中的“元数据视图”弹出式菜单。
有关切换元数据视图的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180 页在信息检查器和检查器 HUD 中修改元数据。

更改显示在现有元数据视图中的元数据栏

 1 从“信息”检查器或者“检查器”HUD 的“信息”面板中的“元数据视图”弹出式菜单中选取“编辑”。

“元数据视图”对话框会出现。

 2 在“元数据视图”列中选择您要更改的元数据视图。

 3 在“元数据栏”列中，执行以下任意一项操作：

 • 若要添加 EXIF 信息，如曝光设置和光圈设置：点按 EXIF 显示三角形，然后选择您要添加到元数据视图的元
数据栏旁边的复选框。

 • 若要添加 IPTC 信息，如版权信息和关键词：点按 IPTC 显示三角形，然后选择您要添加到元数据视图的元数
据栏旁边的复选框。

 • 若要添加 Aperture 信息，如版本名称和颜色标签：点按 Aperture 显示三角形，然后选择您要添加到元数
据视图的元数据栏旁边的复选框。

 • 若要添加音频和视频片段信息，如时间长度、数据速率和帧/秒 (fps)：点按“音频/视频”显示三角形，然后选
择您要添加到元数据视图的元数据栏旁边的复选框。

 • 若要添加有关照片使用的信息，如照片是否已经打印或用电子邮件发出：点按“照片使用”显示三角形，然后

选择您要添加到元数据视图的元数据栏旁边的复选框。

 • 若要移除不想要的元数据栏：取消选择您要移除的元数据栏旁边的复选框。

 4 如果您对指定给所选元数据视图的元数据栏感到满意，请点按“好”。

管理元数据视图

 1 从“信息”检查器或者“检查器”HUD 的“信息”面板中的“元数据视图”弹出式菜单中选取“编辑”。

“元数据视图”对话框会出现。

 2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若要给元数据视图重新命名：在“元数据视图”列中连按元数据视图的名称，然后输入新的名称并按下 
Return 键。

 • 若要复制元数据视图：在“元数据视图”列中选择您要复制的元数据视图，然后从元数据视图操作弹出式菜

单  中选取“复制视图”。

复制的元数据视图显示在“元数据视图”列中，紧跟在原始元数据视图的下面。

 • 若要删除元数据视图：在“元数据视图”列中选择您要删除的元数据视图，然后从元数据视图操作弹出式菜

单中选取“删除视图”。

该元数据视图将从“元数据视图”对话框的“元数据视图”列中移除，并从“信息”检查器和“检查器”HUD 
的“信息”面板中的“元数据视图”弹出式菜单中移除。

删除元数据视图

 1 从“信息”检查器或者“检查器”HUD 的“信息”面板中的“元数据视图”弹出式菜单中选取“编辑”。

“元数据视图”对话框会出现。

 2 在“元数据视图”列中选择您要删除的元数据视图，然后从元数据视图操作弹出式菜单  中选取“删除 
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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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元数据预置

创建元数据预置
您可以创建您自己的元数据的预置组合，您可以存储它并根据需要将它应用到您的照片。可创建预置，方法是选

择应用了元数据的版本，将该元数据存储为预置。您也可以选择没有应用元数据的版本，将您想要的应用的元

数据添加到该版本，然后将该信息存储为元数据预置。这样，当您在“信息”检查器或“检查器”HUD 的“信息”
面板中导入照片、成批更改照片或修改照片的元数据时，您的元数据预置就可以选择了。Aperture 还提供了轻
松管理预置的方法。

创建新的元数据预置

 1 在“信息”检查器或“检查器”HUD 的“信息”面板中，在元数据栏中输入要应用到您的照片的元数据。

您可以将元数据添加到多个元数据视图，方法是从“元数据视图”弹出式菜单中选取不同的视图。

 2 从元数据操作弹出式菜单  中选取“从版本新建预置”。

 3 在“元数据”对话框中，为新元数据预置输入一个名称，然后点按“好”。

输入新元数据预置

的名称。

新的元数据预置现出现在元数据操作弹出式菜单中的“在后面附加预置”和“替换为预置”子菜单中。 

修改现有的元数据预置

 1 在“信息”检查器或“检查器”HUD 的“信息”面板中，从元数据操作弹出式菜单  中选取“管理预置”。

 2 在“元数据”对话框中，选择您要修改的预置。

 3 在“元数据”对话框右侧的元数据栏中输入您要进行的更改。

 4 点按“好”。

对元数据预置作出的更改将会存储。如果您想要，您可以在元数据操作弹出式菜单的“在后面附加预置”和“替

换为预置”子菜单中重新排列元数据预置的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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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元数据预置

 1 在“信息”检查器或“检查器”HUD 的“信息”面板中，从元数据操作弹出式菜单  中选取“管理预置”。

 2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若要排列元数据预置列表：在“元数据”对话框中，重新排列元数据预置的顺序，方法是将它们拖到“预置名

称”列中的新位置。

 • 若要给元数据预置重新命名：在“元数据”对话框中，连按元数据预置名称，然后在出现的栏中键入新 
名称。

 • 若要删除元数据预置：在“元数据”对话框中，选择一个元数据预置，然后按下 Delete 键。

在使用“信息”检查器或“检查器”HUD 的“信息”面板修改照片时应用元数据预置
您可以使用“信息”检查器、“检查器”HUD 的“信息”面板、或“成批更改”命令来将元数据预置应用到所选
照片。您还可以在使用“导入”浏览器导入照片时应用元数据预置。有关“成批更改”命令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第 193 页成批更改元数据。有关在导入期间应用元数据预置的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38 页导入时添加元数据。

 1 选择您要更改的照片。

 2 在“信息”检查器或“检查器”HUD 的“信息”面板中，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若要将元数据添加到照片并保留当前关联的任何元数据：请从元数据操作弹出式菜单  中选取“在后面
附加预置”，然后选取您要的元数据预置。

 • 若要移除所有先前应用到照片的元数据，并用元数据预置替换它：请从元数据操作弹出式菜单中选取“替换

为预置”，然后选取要使用的预置。

共享元数据预置
当您与其他 Aperture 用户或 Aperture 系统合作时，您可以共享您的元数据预置，以确保所有照片都应用一
致的元数据。您可以导出元数据预置供其他用户使用，也可以在您需要预置时导入它们。

导出元数据预置

 1 在“信息”检查器或“检查器”HUD 的“信息”面板中，从元数据操作弹出式菜单  中选取“管理预置”。

 2 在“元数据”对话框中，选择您要导出的元数据预置，然后从对话框左下角的操作弹出式菜单  中选取 
“导出”。

 3 选取一个位置以储存元数据预置信息，然后点按“导出”。

该元数据预置会导出到您选取的位置并存储为 [文件名称].apmetadata 格式。

导入元数据预置

 1 在“信息”检查器或“检查器”HUD 的“信息”面板中，从元数据操作弹出式菜单  中选取“管理预置”。

 2 在“元数据”对话框中，从对话框左下角的操作弹出式菜单  中选取“导入”。

 3 在出现的对话框中，选择您想要导入的元数据预置文件，然后点按“导入”。

该元数据预置会导入到 Aperture 中并放在“元数据”对话框的“预置名称”列的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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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批更改元数据
您可以选择一组照片，一次性对所有照片进行元数据更改。例如，如果您需要添加相同的关键词集到所选照片，

或更改版本名称格式，您可以选择这些照片，并使用“成批更改”对话框来更改它们。

更改与所选照片相关的元数据

 1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选取“元数据”>“成批更改”（或按下 Shift-Command-B 键）。

 • 在“信息”检查器或“检查器”HUD 的“信息”面板中，从元数据操作弹出式菜单  中选取“成批更改”。

 2 在“成批更改”对话框中，从“添加元数据，从”弹出式菜单中选取您要的元数据预置。

从此弹出式菜单中选取所需的

元数据预置。

点按“追加”或“替换”。

 3 点按“追加”以将预置的元数据添加到照片，同时保留任何当前相关的元数据；或者点按“替换”以将预置的元
数据添加到照片，同时移除任何其他相关的元数据。

 4 在元数据栏中输入您要应用的任何其他元数据。

 5 指定您要更改的其他元数据选项，然后点按“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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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IPTC 元数据
在 Aperture 中，您可以为 XMP 边车文件中的照片导入和导出 IPTC 元数据。XMP 边车文件是 XML 文件， 
它附带的每张照片都包含 IPTC 和其他与照片相关的元数据。所选照片版本的 IPTC Core 元数据视图中包含
信息的任何栏均可以导出该版本的 XMP 边车文件。IPTC Core 元数据视图符合 IPTC Core 规格版本 1.0 的规
格。有关选取 IPTC Core 元数据视图的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180 页在信息检查器和检查器 HUD 中修改元数
据。有关导出 XMP 边车文件的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323 页导出照片概述。有关 IPTC Core 规格的更多信息，
请访问 http://www.iptc.org。

如果您打算将您的关键词导出为 IPTC 元数据，请确定每个关键词条目的长度不多于 64 个字符。长度大于 64 
个字符的关键词条目在其他 IPTC 编辑器或操作系统中可能不能正确显示。

以下是 IPTC 栏的常用字符限制的示例。

IPTC 栏和字符限制 描述和示例

说明（2000 个字符） 主题的长篇描述及相关信息，用自然语言说明

示例：市长 Alvarado 就本赛季第一场足球比赛在人群中发
表了演讲。

关键词（64 个字符） 描述主题的一列词语，由单个的词语或短语组成

示例：政客、市长、运动、足球、新闻、比赛、球队、圣荷塞

提供者（32 个字符） 摄影师姓名和/或机构名称

示例：Matthew Birdsell/太阳时报新闻

版权（128 个字符） 版权日期、摄影师姓名、机构名称和权利

示例：© 2009 Matthew Birdsell/太阳时报新闻。保留一切
权利。

标题（64 个字符） 唯一标识符，机构或组织用它来给图像分类

示例： mt52642j

创建日期（16 个字符） 照片创建的日期

示例：2009/05/16

图像城市（32 个字符） 照片被捕捉时所处的城市

示例：圣何塞

图像州/省（32 个字符） 照片被捕捉时所处的省或州

示例：加利福尼亚

图像国家/地区（64 个字符） 照片被捕捉时所处的国家/地区

示例：美国

指示（256 个字符） 可实施的限制、权利或禁止信息

示例：杂志不得入内、禁用互联网、禁止第三方销售

创建者（64 个字符） 照片署名文本

示例：© Matthew Birdsell/太阳时报新闻

大标题（256 个字符） 与照片一起发布的大标题

示例：市长 Alvarado 打开了圣荷塞的新足球赛季

来源（32 个字符） 提供照片的来源

示例：水星报

67% resize factor

http://www.iptc.org


 第 6 章：使用元数据 195

了解标记叠层

标记叠层概述
当您在照片上应用调整、关键词或其他更改时，Aperture 会用标记叠层标记该照片。标记可出现在检视器、浏
览器、看片台、相册页面或网页以及全屏幕视图中的照片上。

已将关键词应用到此

照片。

以下表格展示了出现在 Aperture 中照片上的标记。

标记 定义

或
该照片应用了一个或多个调整。

该照片应用了一个或多个关键词。

照片包含在堆栈中。该数字表示堆栈中照片的数目。

该照片已使用外部编辑器编辑过，因此用原件表示，该原件是在文件导出到外部编

辑器时创建的。 

该照片是某个相簿的精选照片，是该相簿、网页相簿、Web 日记相簿、看片台相簿、
幻灯片显示相簿或相册相簿的标识照片。

由于图像分辨率低，照片的打印质量可能会受影响。该标记出现在相册页面和网页

中的照片上。

该数字表示照片在给定的相册、Web 日记或看片台排列中使用的次数。

该照片是引用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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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记 定义

引用图像的原件处于脱机状态。

找不到引用图像的原件。

照片已从“我的照片流”或共享的照片流下载，或者从 Facebook 相簿、Flickr 相片
集或 SmugMug 在线画廊导入。 

已经给该照片指定了一个位置。

该照片附带了音频文件。

该缩略图表示视频片段。

该照片是 RAW+JPEG 图像对的一部分，并且该照片的原件是 RAW 文件。

该照片是 RAW+JPEG 图像对的一部分，并且该照片的原件是 JPEG 文件。

显示带有标记叠层的照片
标记的可见性由显示的元数据叠层视图决定。您可以控制标记是否可见，方法是选取包含标记叠层的元数据叠

层视图；您也可以控制标记叠层是否可见，方法是打开或关闭元数据叠层。

【重要事项】标记叠层仅出现在 Aperture 应用程序中，它们不会出现在从 Aperture 导出或打印的照片上。

在检视器和浏览器中的照片上显示标记叠层

 1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选取“显示”>“元数据显示”>“自定”（或按下 Command-J 键）。

 • 在工具条中，从“元数据叠层”弹出式菜单中选取“编辑”。

“浏览器和检视器元数据”对话框会出现。

 2 执行以下操作：

 • 若要在检视器中的照片上显示标记叠层：从“显示”弹出式菜单中选取一种检视器元数据叠层视图。

 • 若要在浏览器中的照片上显示标记叠层：从“显示”弹出式菜单中选取一种“网格视图”元数据叠层视图。

 3 在“元数据栏”列中，点按 Aperture 显示三角形以显示其下方的元数据栏，然后选择“标记”复选框。

 4 点按“好”。

 5 确定您在工具条中的“元数据叠层”弹出式菜单中为“检视器”和/或“浏览器”同时选择了“显示元数据”和您
刚修改的元数据视图。

根据您选定的内容，标记现在“检视器”或“浏览器”中可见。

您可以在检视器或浏览器中关闭标记叠层的显示，方法是关闭元数据的显示。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第 183 页打开或关闭元数据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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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照片日期和时间
您可以随时调整照片拍摄的日期和时间。Aperture 提供了一个选项，可让您调整照片的版本或照片的版本及
原件的日期和时间。

更改照片或照片群组的创建日期

 1 选择照片或照片群组。

 2 选取“元数据”>“调整日期和时间”。

 3 在“已调整”栏中输入新日期和时间。

 4 如果要修改原件（或多个原件）的创建日期，请选择“也更改原始文件”复选框。

 5 点按“调整”按钮。

该版本（或多个版本）的创建日期和时间将改变。如果您选择了“也更改原始文件”复选框，则日期和时间调整

也将应用到原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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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erture 中的调整
Aperture 包括调整的标准集，这些调整可以通过“调整”检查器和“检查器”HUD 的“调整”面板中的控制应
用到图像。标准调整针对图像中的特定像素，无论它们位于何处。例如，您可以使用“高光与阴影”调整来仅针

对图像的高光、阴影或中间色调。 

如果您想调整图像的特定区域，您可以手动将调整刷到您想要更改的图像区域。大多数标准调整都可以刷到图

像上，并且 Aperture 还包括专门在图像上刷的“快速笔刷”调整集。

【注】使用安装有 iOS 5 或更高版本的 iPad、iPhone 或 iPod touch 拍照，然后使用 iOS 设备对图像进行调
整时，将图像导入到 Aperture 的过程中将保留并自动应用图像调整。对于使用 iOS 7 或更高版本的设备，通
过“相机”或“照片”应用的滤镜（如“色调”、“黑白”以及“褪色”）也会在 Aperture 中保留。然而，您可以随
时在 Aperture 中修改这些调整和滤镜。

标准调整

在 Aperture 中，可以对图像执行以下标准调整。有关介绍，请参阅第 205 页应用标准调整，或参阅特定标准
调整的主题。若要了解如何在图像上刷标准调整，请参阅第 208 页应用笔刷调整。

调整 功能

润饰 使用修复或克隆笔刷润饰图像中所有类型的不足之处，如皮

肤瑕疵。

红眼校正 消除图像中主体眼睛中的红眼。与“红眼”工具配合使用。

修复和修补 在之前的 Aperture 版本中，修正了由于传感器粉尘导致的
图像瑕疵。

在 Aperture 3 中，建议使用“润饰”调整修正图像中的 
瑕疵。

拉直 将图像调整为水平。与“拉直”工具配合使用。

裁剪 修剪图像。与“裁剪”工具配合使用。

翻转 水平和/或垂直反转图像合成。

色差 校正拍摄期间某些镜头产生的色差。

去晕影 校正拍摄图像时创建的晕影。

噪点消除 消除图像中的数码噪点。

白平衡 若要设定图像的白平衡，请评估图像以获取所识别面孔中的

天然灰色或肤色，以及调整色温和色调。

曝光 调整曝光、恢复、黑点和亮度。

增强 调整对比度、清晰度、饱和度和鲜明度，以及黑色调、灰色调

和白色调。

曲线 通过将输入中的曲线应用到输出，选择性地重新映射图像的

色调范围。

高光与阴影 选择性地调整图像的阴影和高光中的曝光。

图像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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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 功能

色阶 选择性地调整图像的色调范围。

颜色 逐个颜色调整色调、饱和度和亮度，以及色度范围。

黑白 将彩色图像转换为灰度时，选择性地控制源红色、绿色和蓝

色颜色通道。

彩色单色化 降低图像饱和度并将选取的色调应用到中间色调。

棕褐色调 将彩色图像更改为棕褐色，可让您可以将彩色图像的饱和度

降低到您想要的棕褐色阶。

边缘锐化 使用多个锐化反差保留并根据亮度锐化图像。

单独的“锐化”调整也可用于保留 Aperture 较早版本中作出
的锐化调整。

晕影 将晕影效果应用到图像。

【注】您也可以使用 RAW 微调控制来修改 OS X 解码 RAW 文件的方式，而且您可以修改使用 iPhoto 来处
理的图像的 iPhoto 效果。有关解码 RAW 文件的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301 页RAW 微调控制概述。有关使用 
iPhoto 的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219 页将 iPhoto 效果应用到图像。

快速笔刷调整

您可以在图像的特定区域上刷以下“快速笔刷”调整。有关介绍，请参阅第 211 页应用快速笔刷调整，或参阅特
定“快速笔刷”的主题。

快速笔刷 功能

磨皮 通过精巧地使图像刷过的区域中的皱纹和毛孔模糊，平滑人

物的皮肤。

减淡（变亮） 图像刷过减淡（变亮）的区域。

蚀刻（变暗） 图像刷过蚀刻（变暗）的区域。

偏光（相乘） 通过特别加深阴影和中间色调，但同时保留高光，使得图像上

刷过的区域颜色变深。

增强对比度（叠层） 校正图像刷过区域中褪色的阴影，方法是加强纯黑和 50% 灰
度之间的对比度。

色调 偏移图像刷过区域中的色调。

对比度 在图像刷过区域中应用额外的对比度。

饱和度 饱和图像刷过区域中的颜色。

定义 增加清晰度并减少图像刷过朦胧的区域，而无需增加太多对

比度。

鲜明度 为仅位于图像刷过区域中的不饱和颜色添加饱和度。肤色不

受影响。

模糊 图像刷过模糊（柔化）的区域。

锐化 图像刷过锐化的区域。

消除光环 移除图像刷过区域中的蓝色和紫色须边。图像曝光过度时，某

些镜头偶尔会产生须边。

噪点消除 移除图像刷过区域中的数码噪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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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在屏幕上进行调整
人眼感觉颜色很主观。难以对图像中的颜色进行客观更改，因为大脑很发达，扭曲了颜色感觉，导致无法尽可能

自然地显示颜色。因此，务必尽可能创建执行颜色调整的最佳工作环境。此类环境不包括可能会逃过您眼睛的

无关颜色。

在开始对图像进行颜色调整之前，务必执行以下几点：

 • 将显示器设定为其最高分辨率设置。这将向您提供图像的最佳视图。

 • 通过校准显示器和打印机并确定它们的描述文件为最新，从而实施良好的颜色管理。

 • 减少工作房间内的环境光以防止光线扭曲屏幕上的颜色感觉，并将显示器设定为最亮色阶。

 • 如果可能，将执行细节图像调整的房间内的墙壁涂上中性灰色。将亮色对象降到最低，以确保房间其余位置

的颜色不会修改屏幕上的颜色。

使用调整控制

使用调整检查器和检查器 HUD
您可以使用菜单命令、键盘快捷键或工具栏左侧的“检查器”按钮，显示和隐藏包含调整控制的“检查器”面

板。“调整”检查器中的调整控制还位于“检查器”HUD 的“调整”面板中。您可以使用全屏幕视图工具栏中的
菜单命令和按钮显示或隐藏“检查器”HUD。

显示“调整”检查器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m 选取“窗口”>“显示检查器”（或按下 I 键），然后点按“调整”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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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 点按工具栏中的“检查器”按钮，然后点按“调整”标签。

“添加调整”
弹出式菜单

直方图

连按调整的顶部以显示

和隐藏调整的控制。

“还原”按钮

“效果”
弹出式菜单

调整

“自动增强”按钮

“调整操作”
弹出式菜单

每个调整均包含名为参数的单独属性，您可以为参数指定值范围。点按调整的显示三角形或连按调整顶

部，可查看调整的参数以及可用于更改参数值的控制。有关使用调整控制来更改参数值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第 204 页使用滑块。

显示“检查器”HUD 的“调整”面板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m 选取“窗口”>“显示检查器 HUD”（或按下 H 键），然后点按“调整”按钮。

 m 点按全屏幕视图工具栏中的“检查器”HUD 按钮，然后点按“调整”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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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217 页在全屏幕视图中执行调整。

直方图

连按调整的顶部以显示

和隐藏调整的控制。

“还原”按钮

“添加调整”
弹出式菜单

“效果”
弹出式菜单

调整

“自动增强”按钮

“调整操作”
弹出式菜单

【注】选定音频或视频片段时，“调整”检查器和“检查器”HUD 的“调整”面板中的调整控制将变为灰色。

选取直方图视图

显示“调整”检查器或“检查器”HUD 的“调整”面板时，将显示所选图像的亮度或颜色通道的直方图。直方图
显示图像中的亮度值图表，从最黑点到最白点。您可以将直方图调整为显示亮度；红色、绿色和蓝色 (RGB) 通
道一起显示；或红色、绿色和蓝色通道单独显示。 

 m 从“调整操作”弹出式菜单  的“直方图选项”部分中选取视图选项。

【注】对于检视器和全屏幕视图中显示的图像，直方图将实时更新，但在相册布局编辑器、网页编辑器和看片台

中会稍有延迟。有关如何解释直方图的信息，请参阅第 311 页直方图概述。

添加附加调整

首次显示“调整”检查器或“检查器”HUD 的“调整”面板时，仅白平衡、曝光、增强、高光和阴影调整可用。

【注】必须在浏览器中选择照片，以在“调整”检查器或“检查器”HUD 的“调整”面板中显示调整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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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  从“调整”检查器或“检查器”HUD 的“调整”面板顶部的“添加调整”弹出式菜单中选取调整。

“添加调整”
弹出式菜单

新调整将同时高亮显示在“调整”检查器和“检查器”HUD 的“调整”面板中（如果两者均显示）。有关调整控
制的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204 页使用滑块。

添加快速笔刷

 m 从“调整”检查器或“检查器”HUD 的“调整”面板顶部的“添加调整”弹出式菜单中选取快速笔刷调整。

“快速笔刷”调整

快速笔刷调整控制将同时显示在“调整”检查器和“检查器”HUD 的“调整”面板中（如果两者均显示）。此外，
还将显示包含快速笔刷控制的浮动窗口，且指针将更改为笔刷。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211 页应用快速笔刷
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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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滑块
两种滑块控制可用于更改参数值，即滑块和值滑块。滑块控制具有不同的值范围，具体取决于参数。

 • 滑块：您可以向左或向右拖移滑块来设定值，或点按滑块范围的任意位置可直接跳到该值。

“曝光”参数
的滑块

“亮度”参数
的值滑块

 • 值滑块：您可以连按值并在值栏中键入数字，点按左箭头或右箭头，或在值栏内拖移可设定值。通常，您可以

在值栏中键入比通过拖移标准滑块可获得的数字更大的数字。使用值滑块时，您可以使用修饰键以较小或较

大的增量进行值调整。

以较小增量更改值

 m 按住 Option 键并在值栏中拖移。 

以较大增量更改值

 m 按住 Shift 键并在值栏中拖移。 

使用工具条中的调整工具
显示检视器时，工具条包含可用于处理检视器和浏览器中的图像的工具。许多调整工具还可与调整控制配合 
使用。

“举出”工具“旋转”工具

“选择”工具 “印章”工具

“快速笔刷”弹出式
菜单

“红眼”工具“裁剪”工具

“拉直”工具

使用笔刷控制
任何时候选择照片并将其显示在检视器或全屏幕视图中，您都可以使用笔刷调整来润饰照片，这可让您使用笔

刷控制来手动将图像的特定部分设为目标。大多数调整均可以刷在图像上。您可从调整的操作弹出式菜单中选

取调整的笔刷。

选择从调整的“操作”弹出式菜单
中刷入或刷出调整。

“笔刷”按钮会在照片上刷过调整
之后显示。点按该按钮可以打开

调整的“笔刷”HU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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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刷标准调整之外，您还可以使用专用于刷在图像上的快速笔刷调整。快速笔刷调整可从“调整”检查器和“

检查器”HUD 的“调整”面板中的“添加调整”弹出式菜单访问，也可从工具条的“快速笔刷”弹出式菜单中 
访问。

选取刷调整时，将显示其“笔刷”HUD。您可以使用 HUD 中的控制指定设置，然后在图像上刷调整。 

选取快速笔刷调整时，其调整控制将高亮显示在“调整”检查器和“检查器”HUD 的“调整”面板中（如果两
者均显示）。如同标准调整控制一样，可使用调整的复选框打开和关闭快速笔刷调整。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第 216 页移除调整。应用快速笔刷调整后，某些快速笔刷调整也有用于更改参数值的滑块。有关更多信息，请
参阅第 204 页使用滑块。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208 页应用笔刷调整，或参阅特定“快速笔刷”的主题。

执行调整的方式

应用标准调整
若要修改整个图像的外观，您可以应用标准调整并调整其设置。

在进行“曝光”调整之前 在进行“曝光”调整之后

部分图像难以完美。在混合灯光和低光条件下拍摄的图像通常需要以较小增量应用同一调整多次，以便获得您

想要的外观。例如，在低光条件下拍摄的图像可能需要多个增量式噪点消除调整，以便单个强噪点消除调整不

会使图像模糊。在 Aperture 中，调整会按它们在“调整”检查器中显示的顺序自上而下应用。在上述情况下，
您可以添加具有精巧半径调整和精巧边缘细节调整的噪点消除控制，然后再次将相同的噪点消除控制添加到“

调整”检查器，其中使用相同的增量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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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先将调整应用到一个图像，然后从第一个图像中举出调整，然后将其粘贴到其他图像上，您还可以将调整

或调整群组应用到一系列图像。

应用标准调整

 1 选择照片。

 2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若要打开“调整”检查器：点按工具栏中的“检查器”按钮，然后点按“调整”标签。

 • 若要打开“检查器”HUD 的“调整”面板：选取“窗口”>“显示检查器 HUD”（或按下 H 键），然后点按“调
整”按钮。

 3 如果您想要应用到图像的调整未显示在“调整”检查器或“检查器”HUD 的“调整”面板中，请从“添加调整”
弹出式菜单中选取一个调整。

“添加调整”
弹出式菜单

 4 在图像上查看效果时，指定调整的参数设置。

有关应用特定标准调整的信息，请参阅该调整的主题。

添加同一调整多次

 m 在“调整”检查器或“检查器”HUD 的“调整”面板中，从调整的操作弹出式菜单中选取“添加新[调整]”。

同一调整的另一组调整控制将显示在“调整”检查器和“检查器”HUD 的“调整”面板中（如果两者均显示）的
当前调整的下方。

选择从“操作”弹出式菜单添加
新调整。

从一个图像中举出调整并将其粘贴到图像群组

 1 在浏览器中，选择具有您想要拷贝的调整的照片。

 2 在工具条中，选择“举出”工具（或按下 O 键）。

工具条中的“举出”
工具

工具条中的“印章”
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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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出和粘贴”HUD 会出现，其中显示应用到图像的调整、IPTC 元数据和关键词。

 3 取消选择所有元数据相关复选框，可防止 Aperture 从所选照片中拷贝元数据。

取消选择复选框以防

止 Aperture 从所选
照片拷贝项目。

 4 如果需要，通过点按“举出和粘贴”HUD 中的“调整”显示三角形，选择不想要的调整，然后按下 Delete 键，
移除任何不想要的调整。

选择调整并按下 Delete 键
以移除调整。

 5 在工具条中，选择“所选内容”工具（或按下 A 键），然后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在您想要应用调整的照片的周围拖移选择矩形。 

 • 通过按住 Shift 键点按以选择一系列相邻照片和按住 Command 键点按以选择非相邻照片，选择要应用调
整的照片。 

【注】调整不会应用到关闭堆栈内的照片。如果要将调整粘贴到堆栈内的照片上，必须先打开堆栈，方法是

选取“堆栈”>“打开堆栈”（或按下 Shift-K 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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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在工具条中，选择“印章”工具。

 • 在“举出和粘贴”HUD 中，点按“粘贴所选图像”按钮。

点按“粘贴所选图像”按钮以将
调整应用到所选图像。

从第一张照片中拷贝的调整将应用到所选照片。有关使用“举出和粘贴”HUD 的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108 页使
用“举出和粘贴”HUD 来应用关键词。

应用笔刷调整
您可以采用两种方法在图像上刷调整。在您想要将调整应用到图像的一小部分时，可以指定调整设置，然后只

在该区域上刷调整。这被称为刷入。

加号 (+) 表示您正在刷入笔刷
调整。 

您想要将调整应用到图像特定部分之外的大部分时，可指定调整设置，然后在您想要排除的图像区域上刷调

整。这被称为刷离。

减号 (–) 表示您正在刷掉（抹掉）笔刷
调整。

将笔刷调整应用到图像后，仍可以修改调整在图像上的效果。不管您是刷标准调整还是刷快速笔刷调整，均可

以使用“调整”检查器或“检查器”HUD 的“调整”面板中适用于该调整的控制修改调整。

【注】在应用调整后，不能修改“润饰”和“消除光环”笔刷调整的参数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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刷入调整

 1 选择照片。

 2 如果您想要应用到图像的调整未显示在“调整”检查器或“检查器”HUD 的“调整”面板中，请从“添加调整”
弹出式菜单中选取调整。

【注】不能在图像上刷红眼校正、修复和修补、拉直、裁剪、翻转、白平衡和曝光调整。

 3 在图像上查看效果时，指定调整的参数设置。

 4 在您想要调整的图像区域具有正确外观时，从调整的操作弹出式菜单中选取“刷入[调整]”。

“增强”调整的“操作”
弹出式菜单

指针变为笔刷，且将显示调整的“笔刷”HUD。这还将从图像中移除调整。

 5 在“笔刷”HUD 中，指定以下设置：

 • 若要调整笔刷大小：使用“笔刷大小”参数控制。

【提示】操作时使用滚动手势快速调整笔刷大小。

 • 若要调整笔刷的柔和度：使用“柔和度”参数控制。

 • 若要调整笔刷的强度：使用“强度”参数控制。

 • 若要指定调整检测边缘以便保留细节：选择“检测边缘”复选框。

 6 在您想要变亮的图像区域上刷调整。

【提示】最好是正常放大图像，以确保透明刷覆盖要调整的图像区域。

调整将应用到刷过的图像部分。

有关修改刷在图像上后调整的效果，请参阅第 212 页使用透明刷。

刷离调整

 1 选择照片。

 2 如果您想要应用到图像的调整未显示在“调整”检查器或“检查器”HUD 的“调整”面板中，请从“添加调整”
弹出式菜单中选取调整。

【注】不能在图像上刷红眼校正、修复和修补、拉直、裁剪、翻转、白平衡和曝光调整。

 3 在图像上查看效果时，指定调整的参数设置。

 4 在您想要调整的图像区域具有正确外观时，从调整的操作弹出式菜单 中选取“刷掉[调整]”。

“增强”调整的“操作”
弹出式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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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针变为笔刷，且将显示调整的“笔刷”HUD。调整仍应用到整个图像。

 5 在“笔刷”HUD 中，指定以下设置：

 • 若要调整笔刷大小：使用“笔刷大小”参数控制。

【提示】操作时使用滚动手势快速调整笔刷大小。

 • 若要调整笔刷的柔和度：使用“柔和度”参数控制。

 • 若要调整笔刷的强度：使用“强度”参数控制。

 • 若要指定调整检测边缘以便保留细节：选择“检测边缘”复选框。

 6 在您不想调整的图像区域上刷。

【提示】最好是正常放大图像，以确保透明刷覆盖不想调整的图像区域。

调整将从刷过的图像区域中移除。

有关修改刷在图像上后调整的效果，请参阅第 212 页使用透明刷。

将笔刷调整应用到整个图像

您可以扩展笔刷调整以覆盖整个图像，而不是只覆盖您刷过的区域。

 1 选择带有您想要应用到整个图像的调整的照片。

 2 在“调整”检查器或“检查器”HUD 的“调整”面板中选择笔刷调整，然后在调整控制中点按“笔刷”按钮。

点按“笔刷”按钮。

 3 在“笔刷”HUD 中，从笔刷操作弹出式菜单中选取“应用到整张照片”。

从“笔刷操作”弹出式菜单中选
取“应用到整张照片”。

这将移除笔刷调整的透明刷，并将调整应用到整个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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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快速笔刷调整
Aperture 提供减淡、蚀刻、消除光环和磨皮等快速笔刷调整，专门设计用于在图像上刷过。若要应用快速笔刷
调整，请在图像上刷调整，然后修改调整的参数设置。

应用快速笔刷调整

 1 选择照片。

 2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在“调整”检查器或“检查器”HUD 的“调整”面板中，从“添加调整”弹出式菜单选取“快速笔刷”，然后从
子菜单中选取快速笔刷调整。

 • 从工具条的“快速笔刷”弹出式菜单  中选取快速笔刷调整。

 • 在全屏幕视图中，从工具栏的“快速笔刷”弹出式菜单中选取快速笔刷调整。

指针变为笔刷，且将显示调整的“笔刷”HUD；并且，调整的调整控制将显示在“调整”检查器和“检查
器”HUD 的“调整”面板中（如果两者均显示）。

【注】“润饰”HUD 中的控制与其他笔刷调整的“笔刷”HUD 中的控制不同。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第 220 页润饰图像。

 3 在“笔刷”HUD 中，指定以下设置：

 • 若要调整笔刷大小：使用“笔刷大小”参数控制。

【提示】操作时使用滚动手势快速调整笔刷大小。

 • 若要调整笔刷的柔和度：使用“柔和度”参数控制。

 • 若要调整笔刷的强度：使用“强度”参数控制。

 • 若要指定调整检测边缘以便保留细节：选择“检测边缘”复选框。

【注】有关附加选项，请参阅第 212 页使用透明刷。  

 4 在您想要应用调整的图像区域上刷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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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透明刷
“笔刷”HUD 中的许多控制可用于应用、移除和羽化透明刷。

“羽化”之前 “羽化”之后
（使用羽化笔刷使先前应用的透明刷边缘变得平滑）

羽化透明刷

在许多情况下，最好避免使用具有明显硬皮边缘的透明刷。“笔刷”HUD 具有羽化笔刷，可用于平滑以前应用
的透明刷的边缘，以便透明刷可无缝融入图像。羽化笔刷仅适用于所选笔刷调整。

 1 选择带有您想要羽化透明刷的笔刷调整的照片。

 2 在“调整”检查器或“检查器”HUD 的“调整”面板中选择笔刷调整，然后在调整控制中点按“笔刷”按钮。

点按“笔刷”按钮。

 3 在“笔刷”HUD 中，点按“羽化”按钮。

点按“羽化”按钮。

 4 使用“笔刷大小”和“强度”滑块和值滑块指定笔刷的直径及其强度。

 5 将笔刷拖移到以前应用的透明刷的边缘上。

【提示】羽化透明刷时，最好将透明刷显示为颜色叠层，以帮助识别每个透明刷的边距。您可以按定期间隔关

闭颜色叠层并目测检查图像，以确保相应羽化透明刷。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214 页使用笔刷调整叠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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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转调整的透明刷

您可以将调整从刷过该调整的区域中移除，并反过来将其应用到图像的其余部分。

 1 选择带有您想要反转透明刷的笔刷调整的照片。

 2 在“调整”检查器或“检查器”HUD 的“调整”面板中选择笔刷调整，然后在调整控制中点按“笔刷”按钮。

点按“笔刷”按钮。

 3 在“笔刷”HUD 中，从笔刷操作弹出式菜单中选取“反转”。

从“笔刷操作”弹出式菜单中选
取“反转”。

抹掉透明刷

使用“笔刷”HUD 中的“橡皮擦”笔刷，您可以抹掉上一个应用的笔刷调整的透明刷。橡皮擦笔刷仅抹掉所选
笔刷调整的透明刷。橡皮擦笔刷使用的参数与标准笔刷相同（“笔刷大小”、“柔和度”和“强度”）。

【提示】通过按住 Option 键，可以快速从笔刷切换到橡皮擦。若要切换回笔刷，请松开 Option 键。

 1 选择带有您想要抹掉透明刷的笔刷调整的照片。

 2 在“调整”检查器或“检查器”HUD 的“调整”面板中选择笔刷调整，然后在调整控制中点按“笔刷”按钮。

点按“笔刷”按钮。

 3 在“笔刷”HUD 中，点按“橡皮擦”按钮。

点按“橡皮擦”按钮。

 4 使用“笔刷大小”、“柔和度”和“强度”滑块和值滑块指定笔刷的直径、柔和度和强度。

 5 将笔刷拖移到您想要移除的以前应用的透明刷上。

【提示】某些笔刷调整是如此微小，以致难以识别透明刷边距或透明刷本身。在某些情况下，刷在相同区域

时，一个笔刷调整会使另一个笔刷调整变得模糊。为了帮助识别透明刷，最好使用叠层。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第 214 页使用笔刷调整叠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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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像中移除特定调整的透明刷

 1 选择带有您想要移除透明刷的笔刷调整的照片。

 2 在“调整”检查器或“检查器”HUD 的“调整”面板中选择笔刷调整，然后在调整控制中点按“笔刷”按钮。

点按“笔刷”按钮。

 3 在“笔刷”HUD 中，从笔刷操作弹出式菜单中选取“从整张照片中清除”。

从“笔刷操作”弹出式菜
单中选取“从整张照片中
清除”。

使用笔刷调整叠层
叠层是实用工具，用于识别将所选笔刷调整的透明刷应用到图像的哪个位置。在图像上刷柔和度和强度微小的

调整后，可能难以识别透明刷的边距。Aperture 提供了多种类型的叠层，旨在帮助您目测识别所选笔刷调整的
累积透明刷。准确识别透明刷的边距时，可以使用橡皮擦笔刷移除任何不属于透明刷的部分，且可以使用羽化

笔刷平滑边缘。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211 页应用快速笔刷调整和第 212 页使用透明刷。

“笔刷”HUD 中的笔刷操作弹出式菜单提供了以下叠层选项，旨在帮助您进行细节笔刷操作：

 • 颜色叠层：在所选调整的透明刷上显示粉红色叠层。

 • 透明刷：在纯黑背景上将所选调整的透明刷显示为纯白。此选项将提供识别应用到图像的透明刷的更简便 
方法。如果在刷时怀疑缺少图像的一个很小部分，则最好使用此叠层选项。图像的缺少部分将显示为黑点 
或线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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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黑底：在图像上显示纯黑遮罩，其中透明刷将图像显示在下方。此选项适用于在图像的明亮区域上显示细节

透明刷。

 • 白底：在图像上显示白色遮罩，其中透明刷将图像显示在下方。此选项适用于图像的黑暗区域上的细节透 
明刷。

将笔刷调整的叠层应用到图像

 1 选择带有您想要识别透明刷的笔刷调整的照片。

 2 在“调整”检查器或“检查器”HUD 的“调整”面板中选择笔刷调整，然后在调整控制中点按“笔刷”按钮。

点按“笔刷”按钮。

 3 在“笔刷”HUD 中，从笔刷操作弹出式菜单的“叠层”部分中选取叠层选项。

从“笔刷操作”弹出式菜单的
“叠层”部分中选取叠层。

若要关闭叠层，请从笔刷操作弹出式菜单的“叠层”选项中选取“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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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笔刷调整的色调范围
您可以将打算在图像上刷的调整限制为特定色调范围。例如，您想要在图像上刷调整并将调整限制仅受阴影影

响，可从笔刷操作弹出式菜单中选取“阴影”，然后在图像上刷调整。如果笔刷润饰中间色调或高光，则不会更

改该部分的图像。 

【提示】在蚀刻和减淡时，此功能尤其有用，因为可以将曝光调整限制为您想要修改的色调范围，而无需担心会

给正确曝光的色调范围中的细节带来负面影响。

将笔刷调整限制为特定色调范围

 1 选择照片。

 2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在“调整”检查器或“检查器”HUD 的“调整”面板中，从您想要应用到图像的调整的操作弹出式菜单  
中，选取“刷入[调整]”或“刷离[调整]”。

 • 从工具条的“快速笔刷”弹出式菜单  中选取快速笔刷调整。

 • 在“调整”检查器或“检查器”HUD 的“调整”面板中，从“添加调整”弹出式菜单选取“快速笔刷”，然后从
子菜单中选取快速笔刷调整。

 • 在全屏幕视图中，从工具栏的“快速笔刷”弹出式菜单  中选取快速笔刷调整。

 3 在“笔刷”HUD 中，从笔刷操作弹出式菜单的“笔刷范围”部分中选取色调范围。

【注】如果您不想将笔刷调整限制为特定色调范围，请选取“全部”。

从“笔刷操作”弹出式菜单
的“笔刷范围”部分中选取
色调范围选项。

移除调整
在 Aperture 中，您可以暂时打开和关闭调整来验证图像上调整的累积效果。您可以移除特定调整，也可以一次
从所选照片中移除所有调整。

打开和关闭调整

 m 在“调整”检查器或“检查器”HUD 的“调整”面板中，选中调整名称旁边的复选框可打开调整，取消选中该复
选框可关闭调整。

通过选择和取消选

择复选框来打开和

关闭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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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像移除单个调整

 m 选择照片，然后针对您想要移除的调整点按“还原”按钮。

“还原”按钮

从图像移除所有调整

 1 选择照片。

 2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选取“照片”>“复原到原始状态”。

 • 在“调整”检查器或“检查器”HUD 的“调整”面板的左下角，点按“复原到原始状态”按钮。

在全屏幕视图中执行调整
全屏幕视图在实色背景上显示照片，且仅包含几个界面元素，但提供了执行颜色调整的最佳屏幕工作环境。强烈

建议在全屏幕视图中执行调整，以尽可能实现最佳效果。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155 页全屏幕视图概述。

切换到全屏幕视图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m 选取“显示”>“全屏幕”（或按下 F 键）。

 m 点按工具栏中的“全屏幕”按钮。

若要切换回 Aperture 主窗口，请在全屏幕视图工具条中点按“退出全屏幕”按钮，或按下 F 或 Esc 
（退出）键。

在全屏幕视图中显示检查器 HUD
 m 按下 H 键。

将“检查器”HUD 锁定在屏幕边以不重叠图像
 m 点按 HUD 右上角的控制。

在全屏幕视图中选择调整工具

 m 将指针向屏幕顶部移动，直到全屏幕视图工具栏出现，然后选择工具。 

如果您想让工具栏保留在屏幕上，请将指针移到屏幕顶部，然后点按“总是显示工具栏”控制。

工具栏显示在全屏幕视图下的

屏幕顶部
“总是显示工具栏”

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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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Aperture 编辑器内部调整图像
任何时候选择照片并将其显示在检视器或全屏幕视图中，均可以使用“调整”检查器或“检查器”HUD 的“调
整”面板中的调整控制来调整照片。您还可以在相册布局编辑器、网页编辑器、幻灯片显示编辑器和看片台中调

整图像。

【注】部分调整控制不可用于 Aperture 编辑器，但您可以轻松切换到检视器以进行更改。

从相册布局编辑器、网页编辑器、幻灯片显示编辑器或看片台切换到检视器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m 点按浏览器顶部的“显示检视器”按钮。 

完成调整后，再次点按“显示检视器”按钮可返回到上一个视图。

 m 如果系统具有多个显示器，请选取“显示”>“备选检视器”>“备选”，然后在第二台显示器上执行调整。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154 页在多个显示器上查看照片。

使用外部编辑器
如果需要执行高级图像操作，如合成，则可以设定要用于 Aperture 的外部编辑器。首先，必须指定 Aperture 
应该使用的应用程序以及文件格式（TIFF 或 PSD）。您只需执行此操作一次。接着，选择照片并选取菜单命令，
以在指定为外部编辑器的应用程序中打开照片。您还可以设定音频和视频文件的外部编辑器。

在 Aperture 中设定照片的外部编辑器
 1 选取“Aperture”>“偏好设置”，然后点按“导出”。

 2 点按“外部照片编辑器”栏右侧的“选取”按钮，在“选择应用程序”对话框中浏览到应用程序，然后点按“选
择”。

应用程序的名称将显示在“外部照片编辑器”栏中。

 3 从“外部编辑器文件格式”弹出式菜单中选取相应的文件格式（TIFF 或 PSD），然后在“dpi”栏中输入分辨率。

这是在外部编辑器中打开文件时 Aperture 使用的文件格式。

【提示】最好选取 16 位选项用于外部编辑器文件格式，因为较大的位深度允许每个像素表示指数更高的颜色
数量，有助于减少颜色截断和条带。

在 Aperture 中设定音频和视频文件的外部编辑器
 1 选取“Aperture”>“偏好设置”，然后点按“导出”。

 2 执行以下一项或两项操作：

 • 若要设定音频文件的外部编辑器：点按“外部音频编辑器”栏右侧的“选取”按钮，在“选择音频应用程序”

对话框中浏览到应用程序，然后点按“选择”。

应用程序的名称将显示在“外部音频编辑器”栏中。

 • 若要设定视频文件的外部编辑器：点按“外部视频编辑器”栏右侧的“选取”按钮，在“选择视频应用程序”

对话框中浏览到应用程序，然后点按“选择”。

应用程序的名称将显示在“外部视频编辑器”栏中。

67% resize factor



 第 7 章：图像调整 219

在 Aperture 中使用外部编辑器
 1 在浏览器中搜索项目。

 2 选取“照片”>“使用外部编辑器来编辑”（或按下 Shift-Command-O 键）。

Aperture 能够复制原件，并将原件转换为选取的文件模式，然后在外部编辑器中打开新文件。文件将作为与先
前原件堆叠的新原件进行跟踪。

 3 在外部应用程序中完成图像、音频或视频文件的修改后，存储文件。

存储的文件将在 Aperture 中自动更新。

将 iPhoto 效果应用到图像
如果您喜欢使用 iPhoto 效果，则可以从 Aperture 中将这些效果应用到您的图像。如果您在 iPhoto 中应用
了一种效果，如“遮片”效果或“复古”效果，则也可以在 Aperture 中调整效果的参数。

将 iPhoto 效果应用到图像
 1 选择图像。

 2 从“调整”检查器或“检查器”HUD 的“调整”面板中的“添加调整”弹出式菜单中选取“iPhoto 效果”。

 3 执行以下一项或两项操作：

 • 若要将“黑白”、“棕褐色”或“复古”效果应用到图像：从“效果”弹出式菜单中选取一个选项。

从“效果”弹出式菜单中选取“复古”时会显示“数量”滑块和值滑块。使用数量控制来调整“复古”效果的 
强度。

【注】“无”选项会移除“黑白”、“棕褐色”或“复古”效果。

 • 若要应用“遮片”、“晕影”、“边缘模糊”、“渐变”或“增强”效果：拖移滑块或使用效果的值滑块。

应用特定标准调整

自动增强图像
如果要快速改进图像或要预览图像调整后的外观，则使用“自动增强”按钮。在您点按“自动增强”按钮

后，Aperture 会评估图像，然后以适合所选照片的方式应用“白平衡”、“增强”、“曲线”和“高光与阴影调整”
设置。调整图像时使用“自动增强”是一个很好的起点，因为您总是可以微调每项调整的参数设置。

在进行“自动增强”调整之前 在进行“自动增强”调整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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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增强图像

 1 选择照片。

 2 在“调整”检查器或“检查器”HUD 的“调整”面板顶部，点按“自动增强”按钮。

“自动增强”按钮

若要微调通过自动增强调整来应用的“白平衡”、“增强”、“曲线”和“高光与阴影”参数设置，请参阅以下 
主题：

 • 第 241 页调整图像的白平衡

 • 第 247 页调整对比度、清晰度以及饱和度

 • 第 255 页调整图像的色调曲线

 • 第 266 页保留图像中的高光与阴影细节

润饰图像
您可以使用润饰笔刷来润色图像中因感光灰尘、图像假象以及其他环境条件造成的瑕疵。您也可以因为纯粹的

审美原因将图像的某个元素拷贝并粘贴到其他区域。Aperture 提供了润饰您的图像的两种方式。

如果需要修复的区域在问题区域附近有硬边，您可以使用“修复”方法。当您想要从图像的一个区域（源）拷贝

高频率纹理并将该纹理刷到目的位置区域，同时保留目的位置区域的下划线颜色和阴影，您也可以使用修复 
方法。

在进行“修复”调整之前 在进行“修复”调整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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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种方法“克隆”，当您仅想要从一个区域拷贝像素并将其粘贴到其他区域时可使用该方法。“克隆”在您想

要按原样拷贝图像的元素（例如，云朵）并将它粘贴到其他区域时很有用。

在进行“克隆”调整之前 在进行“克隆”调整之后

【注】Aperture 提供了润饰控制的两个集：“润饰”和“修复和修补”。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润饰”控制会最好
地满足您的图像修复要求。Aperture 3 包含了修复和修补控制，以便保持使用较早版本的 Aperture 调整的
图像的完整性。您可以经常性改善图像修复，方法是移除现有的“修复和修补”修复，取而代之使用“润饰”工具

进行修复调整或克隆调整。在少数情况下，“修复和修补”也是调整的选择之一。例如，对于曲线边缘上或离曲线

边缘非常近的假象，使用“角度”参数来移除可能更有效。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227 页修复和修补图像。

使用修复笔刷来润饰图像

 1 选择照片。

 2 若要以完整大小显示照片，请点按工具条或全屏幕视图工具栏中的“缩放检视器”按钮（或按下 Z 键）。

将照片设定为以完整大小 (100%) 显示会阻止图像缩放，以免细节被隐藏。

 3 从工具条或全屏幕视图工具栏中的“快速笔刷”弹出式菜单  中选取“润饰”。

指针变成笔刷，“润饰”HUD 出现。

 4 在“润饰”HUD 中，指定以下设置：

 • 若要选择“修复”笔刷：点按“修复”按钮。

 • 若要设定笔刷的半径：请拖移“半径”滑块，在“半径”值滑块中输入值，或使用滚动手势。

【注】如果将鼠标指针放在“润饰”HUD 上，则不能使用滚动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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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若要设定笔刷的柔和度：拖移“柔和度”滑块或在“柔和度”值滑块中输入值。

 • 若要设定笔刷的不透明度：请拖移“不透明度”滑块或在“不透明度”值滑块中输入值。

 5 如果您想要润饰调整保留图像中的边缘细节，请选择“检测边缘”复选框。

 6 如果要从图像的其他区域拷贝像素，请取消选择“自动选取源”复选框，然后按住 Option 键点按源区域。

 7 刷过有瑕疵的区域。

使用“修复”笔刷来刷过有斑点
的区域。

使用克隆笔刷来润饰图像

 1 选择照片。

 2 若要以完整大小显示照片，请点按工具条或全屏幕视图工具栏中的“缩放检视器”按钮（或按下 Z 键）。

将照片设定为以完整大小 (100%) 显示会阻止图像缩放，以免细节被隐藏。

 3 从工具条或全屏幕视图工具栏中的“快速笔刷”弹出式菜单  中选取“润饰”。

指针变成笔刷，“润饰”HUD 出现。

 4 在“润饰”HUD 中，指定以下设置：

 • 若要选择“克隆”笔刷：点按“克隆”按钮。

 • 若要设定笔刷的半径：请拖移“半径”滑块或在“半径”值滑块中输入值。

 • 若要设定笔刷的柔和度：拖移“柔和度”滑块或在“柔和度”值滑块中输入值。

 • 若要设定笔刷的不透明度：请拖移“不透明度”滑块或在“不透明度”值滑块中输入值。

 5 按住 Option 键点按源区域（您想要从其拷贝像素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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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刷过有瑕疵的区域。

使用“克隆”笔刷来刷过有斑点
的区域。

删除透明刷

因为透明刷中的像素是按顺序采样的，所以只有以相反的顺序才能删除透明刷。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m 若要删除单个透明刷：请在“调整”检查器或“检查器”HUD 的“调整”面板的“润饰”区域中，重复点按“删
除”按钮，直到您想要移除的透明刷已删除。

点按“删除”按钮以移除
笔刷笔画。

 m 若要一次删除所有透明刷：请点按“调整”检查器或“检查器”HUD 的“调整”面板中的“润饰”区域中的“还
原”按钮 。

消除红眼
您可以使用“红眼”工具和红眼校正调整控制来消除图像中主体眼睛的红眼效果。您可以使用“红眼”工具来将

目标放在红眼上，然后您可以使用红眼校正控制来调整目标叠层的半径和灵敏度。Aperture 会降低目标叠层
区域内红色像素的饱和度，以消除红眼效果。

在进行“红眼”调整之后在进行“红眼”调整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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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红眼工具移除红眼

 1 选择照片。

 2 若要以完整大小显示照片，请点按工具条或全屏幕视图工具栏中的“缩放检视器”按钮（或按下 Z 键）。

将照片设定为以完整大小 (100%) 显示会阻止图像缩放，以免细节被隐藏。

 3 选择工具条或全屏幕视图工具栏中的“红眼”工具 （或按下 E 键）。

指针变成目标，“红眼”HUD 出现。

 4 通过执行以下一项操作更改“红眼”工具目标的大小：

 • 在“红眼”HUD 中拖移“半径”滑块。

 • 使用滚动手势。

 5 点按图像中的红眼以将“红眼”目标叠层放在其上。

“红眼”目标叠层中的红色像素为非饱和。

 6 重复步骤 4 直到图像中所有红眼都被校正。

若要在“红眼”目标叠层关闭时查看校正的图像，请在工具条或全屏幕视图工具栏中选择“选择”工具 （或按

下 A 键）。若要再次打开“红眼”目标叠层，请在工具条或全屏幕视图工具栏中选择“红眼”工具 （或按下 
E 键），或在“调整”检查器或“检查器”HUD 的“调整”面板中点按“红眼工具”按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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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改现有的“红眼”目标叠层的大小

您可以先将“红眼”目标叠层放到图像上，再调整叠层大小。

 1 若要以完整大小显示图像 (100%)，请点按工具条或全屏幕视图工具栏中的“缩放检视器”按钮（或按下 Z 键）。

 2 点按“红眼”目标叠层以选择它。

出现的手形图标表示您可以选择该“红眼”目标叠层。

“红眼”工具会改变为手形图标，表
示您可以选择该“红眼”目标叠层。

 3 在“调整”检查器或“检查器”HUD 的“调整”面板中的“红眼校正”区域中，使用“半径”参数控制来更改叠层
的大小。

拖移“半径”滑块以调整所选“红眼”目标叠
层的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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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红眼”目标叠层的灵敏度

当您在图片中瞄准某个红眼时，Aperture 会自动给目标叠层圈内的区域去饱和。在少数情况下，该区域可能会
稍大或稍小（通常是包括了眼睑皮肤的少许像素或丢失了瞳孔中的少许像素）。针对这些不好处理的情况，您可

以调整“灵敏度”参数来更改去饱和度的区域。例如，将“灵敏度”滑块向左拖移一格会减少“红眼”目标叠层内

活跃区域的半径一个像素，相反，将“灵敏度”滑块向右拖移一格会增加半径一个像素。

在进行“灵敏度”调整之后在进行“灵敏度”调整之前 
（眼睑被去饱和）

 1 点按“红眼”目标叠层以选择它。

 2 在“调整”检查器或“检查器”HUD 的“调整”面板中的“红眼校正”区域中，使用“灵敏度”参数控制来调整 
“红眼”目标叠层内的区域（即去饱和区域）。

使用“灵敏度”滑块和值滑块来微调“红眼”目
标叠层中出现去饱和的区域。

移动“红眼”目标叠层

 1 选择“红眼”工具 ，然后将“红眼”工具的目标放在您要移动的“红眼”目标叠层上方直到目标变成手形 
图标。

 2 将“红眼”目标叠层拖到主体眼睛上合适的位置。

将“红眼”目标叠层拖到图像中的
红眼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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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红眼”目标叠层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m 选择图像中的某个“红眼”目标叠层，然后点按“调整”检查器或“检查器”HUD 的“调整”面板中的“红眼校
正”区域中的“删除”按钮。

点按“删除”按钮以删除“红眼
”目标叠层。

 m 按住 Command 键点按“红眼”目标叠层。

按住 Command 键点按“红眼”目
标叠层以将其删除。

修复和修补图像
如果您需要修改使用先前版本的 Aperture 应用的“修复和修补”调整，您可以使用修复和修补调整控制。

【注】Aperture 提供了润饰控制的两个集：“润饰”和“修复和修补”。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润饰”控制会最好
地满足您的图像修复要求。Aperture 3 包含了修复和修补控制，以便保持使用较早版本的 Aperture 调整的
图像的完整性。您可以经常性改善图像修复，方法是移除现有的“修复和修补”修复，取而代之使用“润饰”工具

进行修复调整或克隆调整。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220 页润饰图像。在少数情况下，“修复和修补”也是调整
的选择之一。例如，对于曲线边缘上或离曲线边缘非常近的假象，使用“角度”参数来移除可能更有效。

67% resize factor



 第 7 章：图像调整 228

“修复和修补”调整提供了两种校正图标的方法。当污点周围的区域是连续的（如单色）且不包含不同的纹理

时，您可以使用“修复”方法通过结合污点周围的像素来观察它。修复污点，方法是将“修复和修补”目标叠层放

在图像中污点上方，然后调整目标叠层的大小以便它仅且几乎覆盖了整个污点。通过让目标叠层保持较小大小，

您可以最小化最终图像中视觉畸变的几率。

在进行“修复和修补”调整之前
（修复）

在进行“修复和修补”调整之后
（修复）

当您需要从图像的某个区域克隆像素以修复有污点的区域时，您可以使用“修补”方法。修补类似于修复，除了

某些步骤不同。您首先将“修复和修补”目标叠层（黄色）放在污点上，然后将源目标叠层（白色）放在您要克隆

的区域上。“修复和修补”目标叠层中的像素将被从源目标叠层拷贝的像素替换。

在进行“修复和修补”调整之前
（修补）

在进行“修复和修补”调整之后
（修补）

对于修复和修补，Aperture 提供了其他参数控制，可让您调整柔和度、不透明度和克隆像素中的细节量，以便
校正的区域会看起来尽可能的自然。

修复图像

 1 选择照片。

 2 若要以完整大小显示照片，请点按工具条或全屏幕视图工具栏中的“缩放检视器”按钮（或按下 Z 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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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照片设定为以完整大小 (100%) 显示会阻止图像缩放，以免细节被隐藏。

 3 从“调整”检查器或“检查器”HUD 的“调整”面板中的“添加调整”弹出式菜单中选取“修复和修补”。

指针会变成目标，“修复和修补”HUD 会出现。

 4 使用“修复和修补”HUD 中的“半径”参数控制来更改“修复和修补”目标大小，或使用滚动手势。

最好是调整目标叠层的大小，以便它与污点周围的区域尽可能的紧密匹配。紧密匹配将能最小化视觉色差。

 5 点按污点区域以将“修复和修补”目标叠层放在它上方。

黄色的“修复和修补”目标叠层将放在污点上，污点会消失。 

点按斑点以在其上放置“修复和
修补”目标叠层。

【注】您可以总是调整目标叠层和其他参数的大小。

 6 重复步骤 5 直到图像中所有污点都被移除。

若要在“修复和修补”叠层关闭时查看校正的图像，请在工具条或全屏幕视图工具栏中选择“选择”工具 （或

按下 A 键）。若要再次打开“修复和修补”目标叠层，请在“调整”检查器或“检查器”HUD 的“调整”面板中，
点按“修复和修补”区域的“修复和修补工具”按钮 。

对图像中的污点进行修补

 1 选择照片。

 2 若要以完整大小显示照片，请点按工具条或全屏幕视图工具栏中的“缩放检视器”按钮（或按下 Z 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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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照片设定为以完整大小 (100%) 显示会阻止图像缩放，以免细节被隐藏。

 3 从“调整”检查器或“检查器”HUD 的“调整”面板中的“添加调整”弹出式菜单中选取“修复和修补”。

指针会变成目标，“修复和修补”HUD 会出现。

 4 使用“修复和修补”HUD 中的“半径”参数控制来更改“修复和修补”目标大小，或使用滚动手势。

最好是调整目标叠层的大小，以便它与污点周围的区域尽可能的紧密匹配。紧密匹配将能最小化视觉色差。

 5 点按污点区域以将“修复和修补”目标叠层放在它上方。

一个黄色的目标叠层会放在污点上方，该污点会被它周围的像素替换。该黄色目标叠层就是目的位置叠层。

点按斑点以在其上放置“修复和
修补”目标叠层。

 6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在“调整”检查器或“检查器”HUD 的“调整”面板的“修复和修补”区域中选择“修补”复选框，然后将白色
源目标叠层拖到您要克隆的区域（源区域）。

 • 按住 Option 键点按要克隆的区域。

一个白色的源目标叠层会出现，并放在源区域上方。 

按住 Option 键点按要克隆
的区域以在其上放置源目标

叠层。

源目标叠层中的像素会被拷贝，并将替换目的位置目标叠层中的像素，从而修补污点。

【注】您可以总是调整目标叠层和其他参数的大小。

 7 重复步骤 5 和步骤 6 直到所有污点从您的图像移除。

若要在“修复和修补”叠层关闭时查看校正的图像，请在工具条或全屏幕视图工具栏中选择“选择”工具 （或

按下 A 键）。若要再次打开“修复和修补”目标叠层，请在“调整”检查器或“检查器”HUD 的“调整”面板中，
点按“修复和修补”区域的“修复和修补工具”按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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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改现有的“修复和修补”目标叠层的大小

 1 若要以完整大小显示图像 (100%)，请点按工具条或全屏幕视图工具栏中的“缩放检视器”按钮（或按下 Z 键）。

 2 点按某个“修复和修补”目标叠层以选择它。

将出现一个手形图标，表示您可以选择“修复和修补”目标叠层，而不是放置一个新的叠层。

出现手形图标，表示您可以移

动该目标叠层。

 3 在“调整”检查器或“检查器”HUD 的“调整”面板中的“修复和修补”区域中，使用“半径”参数控制来调整 
“修复和修补”目标叠层的大小。

使用“半径”滑块和值滑块来调整先
前放置的“修复和修补”目标叠层的
大小。 

修改“修补和修复”叠层的设置

您可以使用“调整”检查器或“检查器”HUD 的“调整”面板的“修复和修补”区域中的控制来更改“修复和 
修补”目标叠层的设置。

 m 若要调整“修复和修补”目标叠层中像素的柔和度：使用“柔和度”参数控制。

使用“柔和度”滑块和值滑块，让“修
复和修补”叠层的边缘与周围的图像
区域更好地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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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柔和度”参数控制了“修复和修补”目标叠层的中间位置的像素与圆周上的像素的混合。“柔和度”参数值越

大，发生像素混合的位置就越靠近中间位置。“柔和度”参数值越小，就越少像素混合，这将导致“硬边”。

您可以调整所克隆像素的柔

和度。

 m 若要调整某个“修复和修补”目标叠层中克隆的像素的不透明度：使用“柔和度”参数控制。

使用“不透明度”滑块和值滑块，来
调整目标叠层中所克隆像素的不透

明度。

“不透明度”参数控制克隆的像素对原始像素的隐藏程度。“不透明度”参数值越高，克隆的像素就会使原始像

素越发模糊。

您可以调整所克隆像素的不透

明度。

 m 若要调整某个“修复和修补”目标叠层中克隆的像素的细节量：使用“详细信息”参数控制。

使用“细节”滑块和值滑块来调整目标
叠层中所克隆像素的细节量。

“详细信息”参数控制保留在克隆的像素中的详细信息（如纹理或颗粒）的数量。

您可以调整所克隆像素的细

节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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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 若要调整目的位置目标叠层内克隆像素的角度：请使用“角度”参数控制。

使用“角度”滑块和值滑块来调整目
的目标叠层中像素的角度。

“角度”参数控制目的目标叠层中克隆的像素的角度（仅适用于修复调整）。这在您克隆的区域具有可视化元素

（如形状或线条）时非常有用，它是以不同于目的位置区域中元素的角度克隆的。角度控制可让您匹配目的位置

目标叠层内像素的角度。

您可以调整所克隆像素的角度。

移动“修复和修补”目标叠层

 1 请确定“修复和修补”HUD 已显示，然后将“修复和修补”目标放在您要移动的“修复和修补”目标叠层上，直到
出现手形图标。

出现手形图标，表示您可以选

择该“修复和修补”目标叠层。

 2 拖移“修复和修补”目标叠层以将它重新放置。

删除“修复和修补”目标叠层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m 选择图像中的某个“修复和修补”目标叠层，然后点按“调整”检查器或“检查器”HUD 的“调整”面板中的“修
复和修补”区域中的“删除”按钮。

点按“删除”按钮以删除“修复
和修补”目标叠层。

67% resize factor



 第 7 章：图像调整 234

 m 按住 Command 点按“修复和修补”目标叠层。

按住 Command 键点按“修复
和修补”目标叠层以将其删除。

拉平图像
拍照时，环境因素使得要把相对于地平线水平的图像置于框架内很难（无论是现实的还是虚拟的）。在 
Aperture 中，您可以拉直图像，这样图像中的地平线将与图像底部边缘和顶部边缘平行。

在进行“拉直”调整之前 在进行“拉直”调整之后

您可以使用“拉直”工具或拉直调整控制来拉直图像。但是，您可能发现这样做最有效率：首先使用“拉直”工

具快速拉直图像，然后使用拉直控制作更精确的调整。

【注】拉直图像时最好将缩放关闭，以便完整图像适合于检视器。如果图像已放大到它的实际大小，您可以关

闭缩放，方法是点按工具条或全屏幕视图工具栏中的“缩放检视器”按钮（或按下 Z 键）。

使用拉直工具旋转图像

使用“拉直”工具旋转图像很简单，只要选择该工具并在图像内部拖移来拉直图像。但是必须明白的是，虽然旋

转图像时图像看起来似乎扩大了，但是实际上 Aperture 对图像进行了裁剪，为的是使图像适合它的矩形框且
不会在其侧面留空白。 

 1 选择照片。

 2 选择工具条或全屏幕视图工具栏中的“拉直”工具（或按下 G 键）。

 3 选定“拉直”工具后，在图像中拖移以顺时针或逆时针旋转图像。

旋转图像时，会出现一个黄色网格，帮助您进行完全水平拉直，并且图像将作相应裁剪以防止边角处出现空隙。

在图像内拖移以旋转图像。

67% resize factor



 第 7 章：图像调整 235

使用拉直控制旋转图像

“拉直”调整控制为图像的拉直操作提供了较高的精度。

 1 选择照片。

 2 在“调整”检查器或“检查器”HUD 的“调整”面板中，从“添加调整”弹出式菜单选取“拉直”，然后使用 
“角度”参数控制来拉直图像。

使用“角度”滑块和值滑块
来拉直照片。

增大该值会顺时针旋转图像，减小该值会逆时针选择图像。

裁剪图像
您可以裁剪图像来改进其合成或更改其宽高比。例如，您可以将图像的宽高比由 4 x 6 更改为 3 x 5。

在进行“裁剪”调整之前 在进行“裁剪”调整之后

裁剪图像有两种方式：您可以使用“裁剪”工具来手动裁剪图像，或者您可以使用裁剪调整控制。您选取的方式

取决于您要求的精确级别。

使用裁剪工具裁剪图像

使用“裁剪”工具裁剪图像是最简单的方式。您仅需选择“裁剪”工具并在图像上拖一个矩形来排除不想要的 
区域。“裁剪”HUD 会出现，它提供了附加控制，用于设置图像的宽高比和显示裁剪参考线以帮助您凭视觉对 
齐（依据三分法）图像的合成。

 1 选择照片。

 2 选择工具条或全屏幕视图工具栏中的“裁剪”工具 （或按下 C 键）。

“选择”工具变为“裁剪”工具，“裁剪”HUD 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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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选定“裁剪”工具后，在图像上方拖一个矩形来排除要修剪的区域。

图像上方出现一个带有调整大小控制柄的“裁剪”叠层，修剪过的边缘变成灰色。

使用“裁剪”工具来拖过照
片。会在修剪的区域上放

置一个暗叠层。

 4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若要设定“裁剪”叠层的宽高比：从“宽高比”弹出式菜单中选取一种宽高比，或者通过在“宽度”和“高度”

栏中设定值来输入自定的宽高比。

从“宽高比”弹出式菜单中为裁
剪选取标准宽高比。

【注】Aperture 会将较小的数字（一位数和两位数）解释为英寸数，将较大的数字解释为像素数。

 • 若要更改裁剪的方向：点按“切换宽高比”按钮。

点按“切换宽高比”按钮以将方
向更改为竖排或横排。

“宽度”栏和“高度”栏中的值会掉转，且“裁剪”叠层会更新以显示新方向。（在“宽度”栏中输入的数字

比“高度”栏中输入的数字要小将设定竖排模式。在“宽度”栏中输入的数字比“高度”栏中数字要大将设定

横排模式。）

 • 若要在“裁剪”叠层中显示裁剪参考线：选择“显示参考线”复选框。

选择“显示参考线”复选框以在照片上
显示裁剪参考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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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若要更改“裁剪”叠层的大小和形状：在“裁剪”叠层上拖移调整大小控制柄。

【注】如果您从“裁剪”HUD 的“宽高比”弹出式菜单中选取固定宽高比，则裁剪的形状将保持固定以符合
宽高比设置。

拖移调整大小控制柄来调整“
裁剪”叠层的大小。

 • 若要调整图像上裁剪的布置：将“裁剪”叠层拖到合适位置。

拖移“裁剪”叠层以调整其
位置。

 5 如果对裁剪的合成感到满意，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点按“裁剪”HUD 中的“应用”按钮。

 • 点按“裁剪”HUD 左上角的关闭按钮（带有一个 X）。

 • 在工具条或全屏幕视图工具栏中选择另一个工具。

例如，选择“选择”工具（或按下 A 键）。

已裁剪图像显示在“检视器”中。若要让已修建边缘在“检视器”中再次可见，请选择“裁剪”工具（或按下  
C 键）。

从图像移除裁剪

如果对裁剪情况不太满意，您可以移除裁剪并重新开始。

 1 选择要还原其裁剪的照片。

 2 在工具条中，选择“裁剪”工具 。

 3 点按“裁剪”HUD 中的“还原”按钮。

使用裁剪调整控制设定裁剪尺寸

当要求额外的精度尺寸（例如，客户想要让图像被裁剪为与标准宽高比不匹配的精度尺寸）时，您可以使用“裁

剪”调整控制。

Aperture 使用简单的坐标系统来将“裁剪”叠层定位到图像上。只需设定 x 坐标和 y 坐标来指定裁剪的左下
角位置。x 坐标将裁剪的左下角水平移动，y 坐标将裁剪的左下角垂直移动。然后设定宽度和高度来确定裁剪的
区域。

 1 选择照片。

 2 如果您想，可使用“裁剪”工具对图像进行粗略裁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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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如果裁剪控制未显示在“调整”检查器或“检查器”HUD 的“调整”面板中，请从“添加调整”弹出式菜单中选
取“裁剪”。

 4 使用 X 和 Y 值滑块来设定与原始照片相关的裁剪叠层左下角的位置。

X 和 Y 值将以像素来衡量。

使用“宽度”和“高度”值滑块来调整裁
剪中区域的大小。

X 和 Y 值滑块控制原始照片上裁
剪的左下角的位置。

 5 使用“宽度”和“高度”值滑块指定裁剪叠层的大小。

宽度和高度值将以像素来衡量

 6 若要将裁剪应用到图像，请按下 Return 键。

翻转图像的合成
当您想要垂直和/或水平翻转图像的合成时，您可以使用翻转调整控制。

在进行“翻转”调整之前 在进行“翻转”调整之后

翻转图像的合成

 1 选择照片。

 2 如果翻转控制未显示在“调整”检查器或“检查器”HUD 的“调整”面板中，请从“添加调整”弹出式菜单中选
取“翻转”。

从“翻转类型”弹出式菜单中选取想要
翻转照片的方式。

 3 从“翻转类型”弹出式菜单中选取一个选项：

 • 若要水平翻转图像：请选取“水平”。

 • 若要垂直翻转图像：请选取“垂直”。

 • 若要既水平又垂直翻转图像：请选取“水平和垂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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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色差
如果要修正色差（也称为紫色须边），您可以使用色差调整控制。例如，如果您的图像在高对比度边距区域中有

伪影图像，您可以使用色差调整控制来消除颜色镶边。“色差”可由设计差的镜头引起，这类镜头在镜头设定为

不同的焦距时不能将光聚焦到焦平面上正确的点。某些类型的光源也会引起色差。

在进行“色差”调整之前 在进行“色差”调整之后
（增加了青色）

【重要事项】色差调整控制仅适用于使用 Aperture 3 进行图像处理的图像。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第 46 页重新处理来自较早版本的 Aperture 的照片。  

从图像移除紫色须边

 1 选择照片。

 2 如果色差控制没有显示在“调整”检查器或“检查器”HUD 的“调整”面板中，请从“添加调整”弹出式菜单中选
取“色差”，然后指定以下设置：

 • 若要中和红色或青色须边：请使用“红色/青色”参数控制。

使用“红色/青色”滑块和值滑块来取
消红色和青色须边。

添加青色中和红色须边，然后添加红色中和青色须边。

 • 若要中和蓝色和黄色须边：请使用“蓝色/黄色”参数控制。

使用“蓝色/黄色”滑块和值滑块来取消蓝
色和黄色须边。

添加黄色中和蓝色须边，然后添加蓝色中和黄色须边。

您也可以将色差调整刷到图像的特定区域。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208 页应用笔刷调整。

移除晕影
您可以使用去晕影调整控制来校正拍摄时应用到图像的晕影。晕影项描述了边缘亮度出现渐变的图像。“晕影”

通常是由设计欠佳的镜头、叠波滤镜、镜头遮光罩和广角缩放镜头造成的。Aperture 会校正图像，方法是增加
通常会发生晕影的图像边缘的亮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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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当将“去晕影”和裁剪调整应用于同一图像时，Aperture 会首先应用去晕影调整以校正镜头模拟镜头效
果。在裁剪前应用去晕影调整会防止可能会出现在裁剪的图像中的失真。

在进行“去晕影”调整之前 在进行“去晕影”调整之后

从图像移除晕影

 1 选择照片。

 2 如果去晕影控制没有显示在“调整”检查器或“检查器”HUD 的“调整”面板中，请从“添加调整”弹出式菜单中
选取“去晕影”，然后指定以下设置：

 • 若要设定应用到图像边缘的亮度量：请使用“强度”参数控制。

使用“强度”滑块和值滑块来调整应用
到照片边缘的亮度的量。

 • 若要调整 Aperture 从图像边缘开始所走的距离（用像素表示），若要应用去晕影调整：使用“半径”参数 
控制。

使用“半径”滑块和值滑块来调整应用了“
去晕影”调整的区域的大小。          

有关将晕影应用到图像的信息，请参阅第 283 页将晕影应用到图像。

您也可以将去晕影调整刷到图像的特定区域。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208 页应用笔刷调整。

67% resize factor



 第 7 章：图像调整 241

消除数字噪点
当您需要消除图像中的数字噪点时，您可以使用噪点消除调整控制。数字噪点通常是在低光环境下以高 ISO 设
置拍摄引起的。消除图像中的噪点时，您通常需要锐化图像以防止边缘模糊或细节丢失。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第 281 页锐化图像。

在进行“噪点消除”调整之前 在进行“噪点消除”调整之后

【注】对于 RAW 图像，您还可以将“降噪”选项与“Raw 微调”调整块中的“边缘”调整配合使用来消除噪点。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301 页RAW 微调控制概述。 

消除图像中的数码噪点

 1 选择照片。

 2 如果噪点消除控制没有显示在“调整”检查器或“检查器”HUD 的“调整”面板中，请从“添加调整”弹出式菜
单中选取“噪点消除”（或按下 Control-N 键），然后指定以下设置：

 • 若要消除图像中的数字噪点：使用“半径”参数控制。

使用“半径”滑块和值滑块来减少照片
中的数字噪点。

使用“边缘细节”滑块和值滑块来维护
对比度区域的细节。

值为 0.0 时不会对图像应用数字噪点调整。大于 0.0 的值会减少图像中的数字噪点。

 • 若要保留图像中高对比度区域的边缘详细信息：请使用“边缘详细信息”参数控制。

随着您更改参数值，图像会更新以显示锐化所应用的边缘细节的量。

您也可以将噪点消除调整刷到图像的特定区域。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208 页应用笔刷调整。

调整图像的白平衡
如果图像包含的非天然肤色或像素应该是纯白色，您可以使用白平衡调整控制来移除图像中的色偏。Aperture 
提供了三种方法来调整图像的白平衡： 

 • 根据天然灰色来平衡图像的色温。

 • 根据肤色来平衡图像的色温。

 • 根据传统色温（开氏度）和色调来平衡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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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自动或手动调整图像的白平衡。大多数情况下，自动调整可以成功地从图像移除色偏。您也可以使用“白

平衡”滴管来选取天然灰色或肤色像素，供 Aperture 用来平衡图像。如果“自动白平衡”按钮或“白平衡”滴
管没有完全从图像移除色偏，您可以使用白平衡控制来微调调整。

尽管 Aperture 可以非常精确地设定图像的白平衡，但是有时您必须结合使用这些方法来实现您要的暖色调或
冷色调。

在进行“白平衡”调整之前 在进行“白平衡”调整之后

自动调整图像的白平衡

 1 选择照片。

 2 在“调整”检查器或“检查器”HUD 的“调整”面板的“白平衡”区域中，点按“自动”按钮。

点按“自动”按钮
以自动调整图像

的白平衡。

Aperture 会评估图像。如果在图像中检测到面孔，则会调整图像来保留肤色。如果检测不到面孔，则 
Aperture 会识别图像中的天然灰色值并根据该值调整图像的白平衡。

若要在应用了自动调整后微调图像的白平衡设置，请参阅下方的“手动调整图像的色温”。

使用“白平衡”滴管来调整图像的白平衡

如果您的图像的像素中有纯白色，您可以使用“白平衡”滴管工具自动设定图像的色温和色调。

 1 选择照片。

 2 在“调整”检查器或“检查器”HUD 的“调整”面板的“白平衡”区域中，通过从“白平衡”弹出式菜单中选取选
项来指定 Aperture 用来调整图像白平衡的方法。

从此弹出式菜单中选取您想要调整图像的

白平衡的方式。

 • 若要根据天然灰色来调整图像的白平衡：选取“天然灰色”。

 • 若要根据肤色来调整图像的白平衡：选取“肤色”。

 • 若要根据色温（开氏度）和色调来调整图像的白平衡：选取“色温和色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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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选择“白平衡”滴管工具来激活放大镜。

点按“白平衡”滴管工具来激活
放大镜。

指针会变成放大镜，显示了目标区域的放大视图。默认情况下，放大镜设定为将图像放大为 100%（完整大小）。 
如果需要，您可以增加放大镜的放大倍数，方法是按下 Shift–Command–加号键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第 164 页放大镜概述。

 4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如果从“白平衡”弹出式菜单中选取了“天然灰色”或“色温和色调”：将放大镜的目标区域置于图像中天然灰

色像素的上方，然后点按。

 • 如果从“白平衡”弹出式菜单中选取了“肤色”：将放大镜的目标区域放在图像中肤色的上方，然后点按。

图像的色调变为更冷或更暖，具体取决于原始图像的色调。

【重要事项】请确定放大镜的目标区域的数字噪点尽可能地少。数字噪点会导致白平衡计算结果有所偏差， 
从而带入先前没有的色偏。一种避免错误像素的简单方法是增加放大镜的放大倍数，方法是按下  
Shift–Command–加号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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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动调整图像的色温

您可以使用“色温”(Warmth)、“色温”(Temp) 和“色调”参数控制来手动调整图像的白平衡。 

使用“色温”(Warmth) 和“色温”(Temp) 参数控制来调整图像的色温。色温是描述图像拍摄时光的颜色
的术语。但是，它指的是光的颜色值，而不是热量值。光的色温单位称为开氏度 (K)。调整图像的色温会更改 
Aperture 解释与光的指定温度相关的图像中的颜色的方式。调整图像色温的目的是让颜色看起来尽可能地 
自然。

您可以使用“色调”参数控制来手动调整图像的色调。当您想要通过中和剩余的绿色调或品红色调来微调白平

衡调整，您可以使用“色调”参数控制。

【注】“色温”(Warmth) 和“色温”(Temp) 参数控制以相同的方式调整图像的色温，只是 Aperture 不会以开
氏度 (K) 为单位来显示“色温”(Warmth) 值。

 1 选择照片。

 2 在“调整”检查器或“检查器”HUD 的“调整”面板的“白平衡”区域中，通过从“白平衡”弹出式菜单中选取选
项来指定 Aperture 用来调整图像白平衡的方法。

从此弹出式菜单中选取您想要调整图像的

白平衡的方式。

 • 若要根据天然灰色来调整图像的白平衡：选取“天然灰色”。

 • 若要根据肤色来调整图像的白平衡：选取“肤色”。

 • 若要根据色温（开氏度）和色调来调整图像的白平衡：选取“色温和色调”。

 3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如果从“白平衡”弹出式菜单中选取了“天然灰色”或“肤色”：通过“色温”(Warmth) 参数控制，使图像的色
调变暖或变冷。

使用“色温”滑块和值滑块来调整
图像的色调。

 • 如果从“白平衡”弹出式菜单中选取了“色温和色调”：使用“色温”(Temp) 参数控制来调整图像的色温（开
氏度），而使用“色调”参数控制来抵销不需要的绿色或洋红色色调。 

使用“色温”滑块和值滑块来调整照片
的色温。

使用“色调”滑块和值滑块来
调整照片的色调。

【提示】您可以在图像上刷“天然灰色”和“肤色”白平衡调整。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208 页应用笔刷调
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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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正曝光、高光细节、阴影细节以及亮度
您可以使用曝光调整控制来设定曝光值、恢复值（高光详细信息）、黑点值（阴影详细信息）和亮度值。

您可以使用“自动曝光”按钮调整 RAW 图像的曝光。您还可以通过调整“曝光”参数来手动校正图像的曝光。
您具有的曝光宽容度（光圈系数的视觉可接受范围）取决于文件类型、位长度以及捕捉期间应用到图像的压缩

量。通常来说，RAW 文件具有的曝光宽容度比 JPEG 文件稍大。

在进行“曝光”调整之前 在进行“曝光”调整之后

当您想要使图像变亮或变暗时，您可以调整“亮度”参数。调整亮度时，图像的中间色调像素的亮度值更改最

多。您可以暂时更改图像的亮度来查看调整是如何影响阴影、中间色调和高光中的细节的。有关图像色调范围

的更多精确控制，可以考虑使用色阶调整控制。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268 页调整图像的色阶。

在进行“亮度”调整之前 在进行“亮度”调整之后

您还可以通过调整“恢复”和“黑点”参数来恢复图像中的高光和阴影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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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校正 RAW 图像的曝光
 1 选择照片。

 2 在“调整”检查器或“检查器”HUD 的“调整”面板的“曝光”区域中，点按“自动曝光”按钮。

点按“自动曝光”按
钮以自动设定照片

的曝光。

手动校正图像的曝光

您可以使用“曝光”调整控制来精调自动调整。

 1 选择照片。

 2 在“调整”检查器或“检查器”HUD 的“调整”面板中的“曝光”区域中，使用“曝光”参数控制来更改图像的 
曝光。

使用“曝光”滑块和值滑块来纠正
照片的曝光。

输入负值会降低曝光（使图像变暗），输入正值会增加曝光（使图像变亮）。

恢复图像中的高光细节

很多图像，尤其是 RAW 图像文件，具有默认情况下未显示的附加高光细节。Aperture 提供的“恢复”参数控
制可让您访问该附加动态余量。因为不同的相机型号会有不同的数字图像感应器，所以高光动态余量也随之变

化。在某些情况下，您可以恢复重要细节。这些细节在图像的极限高光区域看似丢失或消失。

【注】该恢复控制不适用于 RAW 解码版本 1.0 和 1.1。若要让恢复控制可用，请重新处理该图像。有关更多信
息，请参阅第 301 页RAW 微调控制概述。  

 1 选择照片。

 2 在“调整”检查器或“检查器”HUD 的“调整”面板中的“曝光”区域中，使用“恢复”参数控制来恢复高光详细
信息。

使用“恢复”滑块和值滑块来恢复
高光细节。

值越大，就越多高光信息可用，恢复的高光细节就越多。

设定图像的黑色

阴影细节和阴影中视觉元素的重要性，每个图像各不相同。此外，某些相机较其他相机更能够捕捉阴影细节。

在某些照片中，如处于胡同阴影中人物的脸的图像，阴影是最重要的视觉元素。在其他照片中，阴影中的细节

与主体没有任何关系。例如，图像的阴影区域可能可以掩盖那些会毁掉一个质朴图像的“垃圾”。在 Aperture 
中，您可以使用“黑点”参数控制来增大图像阴影细节的阈值并在必要时挤压黑色。

【注】该黑点控制不适用于 RAW 解码版本 1.0 和 1.1。若要让黑点控制可用，请重新处理该图像。有关更多信
息，请参阅第 301 页RAW 微调控制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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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选择照片。

 2 在“调整”检查器或“检查器”HUD 的“调整”面板中的“曝光”区域中，使用“黑点”参数控制来恢复或隐藏阴
影详细信息。

使用“黑点”滑块和值滑块在照片
中设定纯黑。

增大该值会增加阴影区域中的细节量，它是通过将纯黑色移到当前黑点下方来实现的。减小该值会减小图像阴

影区域中的细节量，它是通过将纯黑色移到当前黑点上方来实现的，从而有效地挤压了黑点。

调整图像的亮度

 1 选择照片。

 2 在“调整”检查器或“检查器”HUD 的“调整”面板中的“曝光”区域中，使用“亮度”参数控制来使图象变亮或
变暗。

使用“亮度”滑块和值滑块，使照
片变亮和变暗。

0.0 以下的值会减小图像的亮度。大于 0.0 的值会增加亮度。

调整对比度、清晰度以及饱和度
您可以使用“增强”调整控制来设定对比度、清晰度、饱和度和鲜明度。

如果要调整图像的暗区域和亮区域之间的区别，您可以修改“对比度”参数。

在进行“对比度”调整之前 在进行“对比度”调整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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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您想要在不增加太多对比度的情况下给图像增加少许清晰度，您可以使用“清晰度”参数控制。

在进行“清晰度”调整之前 在进行“清晰度”调整之后

您可以更改“饱和度”参数的值，要么让您的图像颜色更饱满，要么通过降低图像的饱和度来淡化颜色调板。

在进行“饱和度”调整之前 在进行“饱和度”调整之后

当您想要给图像添加一些入出点而不影响肤色，您可以使用“鲜明度”参数控制。

在进行“鲜明度”调整之前 在进行“鲜明度”调整之后
（降低了肤色以外色调的饱和度）

您也可以将“增强”调整刷到图像的特定区域。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208 页应用笔刷调整。有关使用“增
强”调整控制来设定黑色、灰色和白色调值的信息，请参阅第 250 页移除图像中不想要的色调。

67% resize factor



 第 7 章：图像调整 249

调整图像的对比度

有很少中间色调的图像被认为是具有大量对比度，而有很多中间色调的图像被认为是具有很少对比度。通常，

具有太多中间色调的图像看起来很平淡。增加图像的对比度可以增加其深度。但是，增加图像的对比度是以牺

牲中间色调的细节为代价的，所以少量对比度会产生很大的变化。

 1 选择照片。

 2 在“调整”检查器或“检查器”HUD 的“调整”面板中的“增强”区域中，使用“对比度”参数控制来修改照片中
亮色和暗色之间的对比度。

使用“对比度”滑块和值滑块来修改
照片中浅色和深色之间的对比度。

0.0 以下的值会减小图像的对比度。大于 0.0 的值会增加对比度。

【注】如果您在尝试取回高对比度图像的细节，您必须使用高光与阴影控制。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第 266 页保留图像中的高光与阴影细节。  

调整图像的清晰度

“清晰度”参数对于增加局部对比度（仅在图像需要进行对比度调整的区域增加对比度）以及消除朦胧会很 
有用。

 1 选择照片。

 2 在“调整”检查器或“检查器”HUD 的“调整”面板中的“增强”区域中，使用“清晰度”参数控制来为图像添加
清晰度。

使用“清晰度”滑块和值滑块给照
片添加局部对比度。

大于 0.0 的值会增加图像的清晰度。

更改图像的饱和度

增加图像的饱和度会让颜色看起来更纯，而且相对于看起来自然的图像，很多人更喜欢颜色饱满的图像效果。

不过，您可以轻松地让图像过饱。在让颜色更纯的过程中，颜色阴影处的细微之处会消失，往往造成图像细节 
减少。若要确保视觉元素不必要的丢失，请在增加饱和度的同时注意图像中的细节。

 1 选择照片。

 2 在“调整”检查器或“检查器”HUD 的“调整”面板中的“增强”区域中，使用“饱和度”参数控制来为图像添加
喷薄的颜色，或将颜色从图像中移除。

使用“饱和度”滑块和值滑块来调
整照片中颜色的饱和度。

小于 1.0 的值会降低图像颜色的饱和度，大于 1.0 的值会增加饱和度。值为 0.0 时会移除图像的所有颜色， 
让它变成灰度。值为 4.0 时会增加饱和度达 400%。

67% resize factor



 第 7 章：图像调整 250

调整图像的鲜明度

“鲜明度”参数以非线性方式将饱和度应用到图像。已经饱和的颜色会保持不变，同时饱和度会添加到所有其

他颜色。此外，“鲜明度”参数会考虑肤色，让它们保持不变。这允许您采用竖排模式并可去掉除肤色以外的图

像的饱和度。

 1 选择照片。

 2 在“调整”检查器或“检查器”HUD 的“调整”面板中的“增强”区域中，使用“鲜明度”参数控制来调整图像中
的饱和度，而不影响肤色。

使用“鲜明度”滑块和值滑块给照片
添加智能饱和度。

小于 0.0 的值会降低图像颜色的饱和度，大于 0.0 的值会增加不饱和颜色的饱和度。值为 –1.0 时会从图像移
除所有颜色，让图像除肤色以外的部分变成灰度。

有关调整图像色调的信息，请参阅第 250 页移除图像中不想要的色调。

移除图像中不想要的色调
您可以使用黑色调、灰色调和白色调色控制，从图像中的阴影、中间色调和高光中选择性地移除色偏。色偏通常

是在混合灯光和不自然灯光环境下拍摄引起的，在这种情况下，不同的源光类型会产生特定色调范围中的颜色

变化量。例如，在室内用室内白炽灯（钨丝灯）拍摄时，通常会在图像的白颜色中产生黄色色偏。您可以使用“白

色调”控制来隔离高光并将蓝色添加到白色值，来减少黄色色偏并将白色还原成中性白色。

选择性地调整图像中的色调值有两种方式：使用黑色调、灰色调和白色调滴管来自动将色调调整为中性颜色

值，以及使用黑色调、灰色调和白色调色轮来手动调整色调值。您选取的方式取决于您要求的精确级别。滴管提

供了一种准确的方式来标识每个滴管的色调范围中的色偏并将颜色值返回为中性。但是，根据不同的主体，您可

能不想彻底移除在指定色调范围中找到的色偏。在这种情况下，您可以手动调整色调值。

您可以使用“黑色调”滴管工具来移除图像阴影中的色偏。

在进行“黑色调”调整之前 在进行“黑色调”调整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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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使用“灰色调”滴管工具来移除图像的中间色调的色偏。

在进行“灰色调”调整之前 在进行“灰色调”调整之后

您可以使用“白色调”滴管工具来移除图像中高光的色偏。

在进行“白色调”调整之前 在进行“白色调”调整之后

【注】而使用白平衡控制不均匀地调整图像中所有色调值的色调时，黑色调、灰色调和白色调滴管工具可让您

选择性地取消仅影响阴影、中间色调或高光的色偏。在某些不好处理的情况下，您可以与白平衡控制一起使用

黑色调、灰色调和白色调滴管工具，来先取消特定色调范围中的某个色调，然后不均匀地移除图像剩余部分的

该色调。有关调整白平衡的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241 页调整图像的白平衡。

设定图像中阴影的色调

 1 选择照片。

 2 在“调整”检查器或“检查器”HUD 的“调整”面板的“增强”区域中点按“色调”显示三角形，以显示“色调”色
轮，然后选择“黑色调”滴管。

点按显示三角形以显示“色
调”色轮。

选择“黑色调”滴管来激活放
大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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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针会变成放大镜，显示了目标区域的放大视图。默认情况下，放大镜设定为将图像放大为 100%（完整 
大小）。如果需要，您可以增加放大镜的放大倍数，方法是按下 Shift–Command–加号键 (+)。有关更多信息，
请参阅第 164 页放大镜概述。

 3 将放大镜的目标区域放在图像中最暗像素的上方，然后点按。

图像中黑色值的色调（色调和饱和度）设定为移除阴影中的色偏。

【重要事项】确定放大镜的目标区域中没有亮像素。目标区域中的亮像素会使黑色调的计算有偏差，使图像看

起来跟预想的不同。一种避免错误亮像素的简单方法是增加放大镜的放大倍数，方法是从“放大镜”弹出式菜

单中选取增大的放大倍数。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164 页放大镜概述。

设定图像的中间色调值的色调

 1 选择照片。

 2 在“调整”检查器或“检查器”HUD 的“调整”面板的“增强”区域中点按“色调”显示三角形，以显示“色调”色
轮，然后选择“灰色调”滴管。

点按显示三角形以显示“色
调”色轮。

选择“灰色调”滴管来激活放
大镜。

指针会变成放大镜，显示了目标区域的放大视图。默认情况下，放大镜设定为将图像放大为 100%（完整 
大小）。如果需要，您可以增加放大镜的放大倍数，方法是从“放大镜”弹出式菜单中选取增大的放大倍数值。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164 页放大镜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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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将放大镜的目标区域放在与中灰色尽可能近的中间范围颜色上，然后点按。

图像中灰色值的色调（色调和饱和度）设定为移除中间色调中的色偏。

设定图像的高光值的色调

 1 选择照片。

 2 在“调整”检查器或“检查器”HUD 的“调整”面板的“增强”区域中点按“色调”显示三角形，以显示“色调”色
轮，然后选择“白色调”滴管。

点按显示三角形以显示“色
调”色轮。

选择“白色调”滴管来激活
放大镜。

指针会变成放大镜，显示了目标区域的放大视图。默认情况下，放大镜设定为将图像放大为 100%（完整 
大小）。如果需要，您可以增加放大镜的放大倍数，方法是从“放大镜”弹出式菜单中选取增大的放大倍数值。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164 页放大镜概述。

 3 将放大镜的目标区域放在图像中最亮（白色）像素的上方，然后点按。

图像中白色值的色调（色调和饱和度）设定为移除高光中的色偏。

67% resize factor



 第 7 章：图像调整 254

【重要事项】确定放大镜的目标区域中没有暗像素。目标区域中的暗像素会使白色调的计算有偏差，使图

像看起来跟预想的不同。一种避免错误暗像素的简单方法是增加放大镜的放大倍数，方法是按下 Shift–
Command–加号键 (+)。

手动调整图像中阴影、中间色调和高光值的色调

 1 选择照片。

 2 在“调整”检查器或“检查器”HUD 的“调整”面板的“增强”区域中点按“色调”显示三角形，然后指定以下 
设置：

 • 若要调整阴影的色调：在“黑色调”色轮中拖移黑点。

 • 若要调整中间色调的色调：在“灰色调”色轮中拖移灰点。

 • 若要调整高光的色调：在“白色调”色轮中拖移白点。

拖移黑点、灰点和白点（白

色圆圈）以选择性地调整照

片的色调。

点按显示三角形以显示“色调”色轮。

您可以移除某个色调范围中的色偏，方法是在色轮中往相反的方向拖移相应的点。例如，若要移除蓝色偏，您可

以在色轮中往黄色方向拖移相应的点，直到色偏消除。

若要还原“色调”色轮，而不影响其他“增强”区域中的参数，请连按它。

连按色轮以将其值重设为

默认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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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图像的色调曲线
当您想要使用色调曲线手动设定图像中阴影、中间色调和高光的色调值时，您可以使用曲线调整控制。与色阶

调整控制不同，曲线控制不会通过限制白点和黑点来重新分配图像中的亮度值。相反地，曲线控制可将中间色

调的位置与白点和黑点精确地重新映射。因为人眼对光的感知是对数形式的而不是增量形式的，所以很有必要

使用曲线，以符合人眼感知光的方式来在图像上对所有色调范围的亮度值进行分布。

在进行“曲线”调整之前 在进行“曲线”调整之后

除了调整图像的色调值来调整整体亮度外，您还可以通过将曲线调整单独地应用到红色、绿色和蓝色通道来对

图像进行色彩校正。将曲线调整应用到每个颜色通道可让您控制图像的颜色色调。

您还可以让 Aperture 自动标识图像的色调范围，方法是使用曲线调整控制中的“黑点”、“灰点”和“白点”滴
管工具。当您使用其中的某个滴管工具选择某个色调范围后，Aperture 会在“曲线”直方图的上方绘制相应的
曲线。

您也可以将“曲线”调整刷到图像的特定区域。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208 页应用笔刷调整。

【重要事项】“曲线”调整控制仅适用于使用 Aperture 3 进行图像处理的图像。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第 46 页重新处理来自较早版本的 Aperture 的照片。  

自动调整图像的色调曲线

当您想要根据图像的整体亮度值（红色、绿色和蓝色通道组合）来快速调整它的色调曲线，您可以使用“自动曲

线合并”按钮。将根据整体亮度以相同的量调整红色、绿色和蓝色通道。“自动曲线合并”按钮能够校正图像的

对比度，而无需修改其色偏。

在进行“自动曲线合并”调整之前 在进行“自动曲线合并”调整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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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您想要根据对红色、绿色和蓝色通道的单独评估来自动调整图像的色调范围时，您可以使用“自动曲线分离”

按钮。将根据对每个通道的评估来调整红色、绿色和蓝色通道。“自动曲线分离”按钮能够校正对比度以及图像

中的色偏。

在进行“自动曲线分离”调整之前 在进行“自动曲线分离”调整之后

 1 选择照片。

 2 如果曲线控制未显示在“调整”检查器或“检查器”HUD 的“调整”面板中，请从“添加调整”弹出式菜单中选
取“曲线”。

 3 在“曲线”区域中，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若要根据总亮度来调整图像的色调曲线：点按“自动曲线合并”按钮。

点按“自动曲线合并”按钮以
根据所有三个颜色通道，自

动设定照片的色调曲线。

 • 若要根据对每个颜色通道的评估来调整图像的色调曲线：点按“自动曲线分离”按钮。

点按“自动曲线分离”按钮以
根据每个颜色通道的亮度值

的评估，自动设定照片的色

调曲线。

图像的色调曲线将被调整。若要微调色调曲线调整，请参阅以下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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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动调整图像的色调曲线

您可以使用曲线调整控制中的色调曲线来调整图像的整体色调。有两种调整色调曲线的方式：RGB 和亮度。当
您想要指定一种色调曲线调整来同时修改图像的对比度和色调，您可以使用 RGB 色调曲线。当您想要调整图
像的整体色调而不影响色偏，您可以使用亮度色调曲线。

执行色调曲线调整时，色调曲线后方会显示一个直方图，该图随着您操控色调曲线而更新。您可以指定直方图

的色调范围，以集中注意您要使用的色调曲线部分的图形。例如，如果您计划操控图像阴影区域的对比度，您可

以限制色调曲线和直方图的范围，以仅显示纯黑到 50% 灰。您也可以扩展直方图和色调曲线的范围到纯白以
外，以捕捉可能被裁减掉的高光细节。

 1 选择照片。

 2 如果曲线控制未显示在“调整”检查器或“检查器”HUD 的“调整”面板中，请从“添加调整”弹出式菜单中选
取“曲线”。

“通道”弹出式菜单

“曲线操作”弹出式
菜单

 3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若要修改图像中的对比度和色调：从“通道”弹出式菜单中选取“RGB”。

选取 RGB 色调曲线将允许您操控红色、绿色和蓝色通道组合的色调曲线。

 • 若要处理红色、绿色和蓝色通道组合的亮度而不影响色调：请从“曲线操作”弹出式菜单  的“灰度”部分
选取“亮度”。

 4 从“范围”弹出式菜单中选取色调范围显示选项：

 • 若要设定直方图和色调曲线来显示纯黑到纯白：请选取“正常”。

 • 若要扩展直方图视图来显示纯黑到两倍纯白：请选取“扩展”。 

因为某些相机能够捕捉纯白范围以外的图像信息，所以使用“扩展”范围选项可提供显示该类信息的控制。

 5 从曲线操作弹出式菜单的“类型”部分中选取要应用到图像的色调曲线调整的类型。

选取“线性”（默认选项），会将曲线调整均匀地应用到图像，范围从纯黑到纯白以及以外的范围。选取“灰度系

数校正”将以对数形式应用曲线调整，来匹配人眼感知光的方式（给阴影增加额外的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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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拖移“黑点”滑块和“白点”滑块，使它们在直方图图形的外部，同时将图像限制在它的新黑点或白点。

将“黑点”和“白点”滑块拖到其接触到
直方图外部的位置。

 7 若要设定一个沿着曲线的点，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点按“加点”按钮并使用滴管工具采样图像的某部分。

点按“添加点”按钮以使用滴管
工具来采样照片部分并给色调

曲线添加点。

点按色调曲线以添加新点，然

后拖移新点以设定色调值。

【注】您可以更改放大镜颜色值样本大小，方法是从“调整操作”弹出式菜单  中选取一个选项。有关更
多信息，请参阅第 306 页采样颜色值和显示相机信息。

 • 在曲线上您想要添加点的位置处点按。

Aperture 会在图像采样区域的精确色调范围所对应的曲线位置处放一个点。

 8 若要调整曲线的形状，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拖移曲线上的点直到图像的色调范围正确显示。

例如，在曲线的阴影区域中向下拖移某个点会使图像中的阴影变暗，在阴影区域中向上拖移某个点会使图像

中的阴影变亮。

 • 在曲线上点按某个点，并在“入点”栏和“出点”栏中输入新的“入点”值和“出点”值。

“入点”值代表图形的横坐标，“出点”值代表图形的纵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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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线上未被选定的点仍将被锚定，可让您单独调整每个色调区域。

使阴影变暗及使高光变亮会创

建 S 曲线，表示照片的对比
度已增加。

 9 对您要校正的图像的每个色调区域重复步骤 7 和 8。

图像中的色调值将被调整，使得图像拥有合适的对比度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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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滴管工具来设定黑点、灰点和白点

当您想要让 Aperture 选择性地自动修改图像的阴影、中间色调和高光的色调值时，您可以使用曲线调整控制
中的黑点、灰点和白点滴管工具。您使用滴管工具对要校正的图像的色调值进行像素采样，Aperture 会在色调
曲线上放置一个点并自动调整图像，以便落入与采样的像素的色调范围相同的色调范围的像素可设定为黑色、

灰色或白色。例如，您可以使用“黑点”滴管工具来选择应该是黑色的特定图像区域。Aperture 会在所选范围
内采样像素，在曲线上放置一个点，然后调整曲线以让所选像素以及图像中具有相同色调值或更暗的所有其他

像素变成黑色。

在进行“黑点曲线”调整之恰 在进行“黑点曲线”调整之后

在进行“灰点曲线”调整之前 在进行“灰点曲线”调整之后

在进行“白点曲线”调整之前 在进行“白点曲线”调整之后

在某些不好处理的情况下，您可以结合您手动放在色调曲线上的点使用“黑点”、“灰点”和“白点”滴管工具，

来取消某个色调或创建您想要图像使用的特定对比度。

 1 选择照片。

 2 如果曲线控制未显示在“调整”检查器或“检查器”HUD 的“调整”面板中，请从“添加调整”弹出式菜单中选
取“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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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若要设定图像中的黑点：请选择“黑点”滴管工具来激活放大镜，将滴管置于图像中最暗的像素上， 
然后点按。

点按“黑点”滴管按钮来激活放
大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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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若要设定图像中的灰点：请使用“灰点”滴管工具来激活放大镜，将滴管置于与中灰色尽可能近的中间范围

颜色上，然后点按。

点按“灰点”滴管按钮来激活放
大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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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若要设定图像中的白点：请选择“白点”滴管工具来激活放大镜，将滴管置于图像中最亮的像素上，然后 
点按。

点按“白点”滴管按钮来激活放
大镜。

默认情况下，放大镜设定为将图像放大为 100%（完整大小）。如果需要，您可以增加放大镜的放大倍数，方法
是从“放大镜”弹出式菜单中选取增大的放大倍数值。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164 页放大镜概述。

使用曲线控制来进行颜色校正

从图像移除色偏或加强合适的色偏的功能最强大的方式之一是单个地调整红色、绿色和蓝色通道的色调曲线。

必须知道，您是在 RGB 光谱中调整图像的颜色。当您增加蓝色时就会减少黄色，当您增加绿色时就会减少洋红
色，诸如此类。

当您想要移除图像中的红色和青色色偏时，您可以调整红色通道的色调曲线。

在进行“红色曲线”调整之前 在进行“红色曲线”调整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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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您想要移除图像中的绿色和洋红色色偏时，您可以调整绿色通道的色调曲线。

在进行“绿色曲线”调整之前 在进行“绿色曲线”调整之后

当您想要移除图像中的蓝色和黄色色偏时，您可以调整蓝色通道的色调曲线。

在进行“蓝色曲线”调整之前 在进行“蓝色曲线”调整之后

 1 如果曲线控制未显示在“调整”检查器或“检查器”HUD 的“调整”面板中，请从“添加调整”弹出式菜单中选
取“曲线”。

从“通道”弹出式菜单中
选取颜色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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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若要调整红色通道的色调曲线，请从“通道”弹出式菜单中选取“红色”，将点置于曲线上，然后根据需要调整点
以移除或突出红色和青色色偏。

有关在曲线上放置点的信息，请参阅上文的“手动调整图像的色调曲线”。

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调整红色色调曲线：

 • 若要将青色添加到阴影，同时移除红色：请在阴影中下移色调曲线。

 • 若要将红色添加到阴影，同时移除青色：请在阴影中上移色调曲线。

 • 若要将青色添加到中间色调，同时移除红色：请在中间色调中下移色调曲线。

 • 若要将红色添加到中间色调，同时移除青色：请在中间色调中上移色调曲线。

 • 若要将青色添加到高光，同时移除红色：请在高光中下移色调曲线。

 • 若要将红色添加到高光，同时移除青色：请在高光中上移色调曲线。

 3 若要调整绿色通道的色调曲线，请从“通道”弹出式菜单中选取“绿色”，将点置于曲线上，然后根据需要调整点
以移除或突出绿色和洋红色色偏。

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调整绿色色调曲线：

 • 若要将洋红色添加到阴影，同时移除绿色：请在阴影中下移色调曲线。

 • 若要将绿色添加到阴影，同时移除洋红色：请在阴影中上移色调曲线。

 • 若要将洋红色添加到中央色调，同时移除绿色：请在中间色调中下移色调曲线。

 • 若要将绿色添加到中央色调，同时移除洋红色：请在中间色调中上移色调曲线。

 • 若要将洋红色添加到高光，同时移除绿色：请在高光中下移色调曲线。

 • 若要将绿色添加到高光，同时移除洋红色：请在高光中上移色调曲线。

 4 若要调整蓝色通道的色调曲线，请从“通道”弹出式菜单中选取“蓝色”，将点置于曲线上，然后根据需要调整点
以移除或突出蓝色和黄色色偏。

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调整蓝色色调曲线：

 • 若要将黄色添加到阴影，同时移除蓝色：请在阴影中下移色调曲线。

 • 若要将蓝色添加到阴影，同时移除黄色：请在阴影中上移色调曲线。

 • 若要将黄色添加到中央色调，同时移除蓝色：请在中间色调中下移色调曲线。

 • 若要将蓝色添加到中央色调，同时移除黄色：请在中间色调中上移色调曲线。

 • 若要将黄色添加到高光，同时移除蓝色：请在高光中下移色调曲线。

 • 若要将蓝色添加到高光，同时移除黄色：请在高光中上移色调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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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留图像中的高光与阴影细节
您可以使用高光与阴影调整控制来校正在复合光照条件下拍摄的图像的曝光。例如，您可以使用高光与阴影控

制来校正轮廓正确曝光的图像的较暗区域（阴影）的曝光。您还可以使用高光与阴影控制来取回图像极亮区域

的细节。这在调整云朵或雪的图像时，或者调整对阴影区域进行了正确曝光的图像时尤其有用。使用高光与阴

影控制是优化您的图像在高光、中间色调或阴影中的曝光且不忽略其他色调区域中的细节的最佳途径。

您也可以将高光与阴影调整刷到图像的特定区域。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208 页应用笔刷调整。

当您想要调整图像高光区域的亮度值而不影响中间色调和阴影时，您可以调整“高光”参数。尽管人眼对阴影区

域的细节比对高光区域的细节更敏感，如雪，但是通常您还是可以使用“高光”参数控制在高光中取回相当数量

的视觉信息。何时使用高光控制的另一个例子是：您的图像背景正确曝光了，而图像前景稍微有些曝光过度。在

这种情况下，您可以使用高光控制让过度曝光的前景与正确曝光的背景匹配。

在进行“高光”调整之前 在进行“高光”调整之后

当阴影区域曝光不足时，则需要调整图像中阴影区域。一个很好的例子是在门口拍摄的图像，其中背景进行了

正确曝光，但是前景却有一些曝光不足。调整阴影只会使阴影区域中的像素变亮，并显示那些通常会被黑色或

暗灰色遮住的细节。

在进行“阴影”调整之前 在进行“阴影”调整之后

您还可以使用“中间对比度”参数控制来调整图像的中间色调中的对比度量。

【注】高光与阴影调整控制在 Aperture 3.3 中进行了更新以便于使用，通过阴影调整消除了光晕效果，改进
了高光细节恢复，而且还提升了整体性能。默认情况下，不会升级使用原始的高光与阴影控制来调整的图像。您

可以升级图像来使用新的“高光与阴影”调整控制，或您可以继续使用原始“高光与阴影”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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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图像中的高光、阴影和中间色调对比度

 1 选择照片。

 2 在“调整”检查器或“检查器”HUD 的“调整”面板的“高光与阴影”区域中，指定以下设置：

 • 若要恢复图像的高光区域中的细节：使用“高光”参数控制。

使用“高光”滑块和值滑块来调整照片高光中
的亮度值。

 • 若要恢复图像的阴影区域中的细节：使用“阴影”参数控制。

使用“阴影”滑块和值滑块来调整照片阴影
中的亮度值。

 • 若要调整图像的中间色调中的对比度量：使用“中间对比度”参数控制。

使用“中间对比度”滑块和值滑块来调整照片
中间色调中的对比度。

将图像升级为使用新的高光与阴影调整控制

当您将图像升级为使用高光与阴影调整控制时，Aperture 会移除旧的高光与阴影调整，并使用新的调整来重
新处理图像。图像的外观可能改变。

 1 选择一张带有高光与阴影调整（使用先前版本的 Aperture 应用）的照片。

“调整”检查器和“检查器”HUD 的“调整”面板中的高光和阴影调整控制顶部会显示“升级”按钮。

 2 点按“升级”按钮。

图像会升级为使用新的高光与阴影调整，而且新控制会出现。图像中的高光与阴影细节可能会改变。

使用传统的高光与阴影调整控制来调整图像

如果不想将图像升级为使用新的高光与阴影调整控制，您仍可以微调使用先前版本的 Aperture 应用到图像的
高光与阴影调整。

【注】在 Aperture 3.3 或更高版本中首次将高光与阴影调整应用到图像时，只会出现新的高光与阴影控制。

 1 选择一张带有高光与阴影调整（使用先前版本的 Aperture 应用）的照片。

高光与阴影调整控制顶部会出现一个“升级”按钮，指示高光与阴影调整是使用先前版本的 Aperture 应用到
图像的。

 2 在“调整”检查器或“检查器”HUD 的“调整”面板的“高光与阴影”区域中，指定以下设置：

 • 若要恢复图像的高光区域中的细节：使用“高光”参数控制。

 • 若要恢复图像的阴影区域中的细节：使用“阴影”参数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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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如果要调整高光与阴影高级设置，请点按“高级”显示三角形以显示高级的高光与阴影控制，然后指定以下 
设置：

点按显示三角形以显示高级

的“高光和阴影”控制。

 • 若要设定 Aperture 用于确定每个色调的像素的区域：使用“半径”参数控制。

 • 若要设定执行高光与阴影调整期间应用的饱和度量：使用“色彩校正”参数控制。

 • 若要设定在高光中修改的色调范围：使用“高光色调宽度”参数控制。

 • 若要设定中间色调的对比度量：使用“中间对比度”参数控制。

 • 若要设定在阴影中修改的色调范围：使用“阴影色调宽度”参数控制。

调整图像的色阶
您可以使用色阶调整控制来手动设定图像中阴影、中间色调和高光的色调值。默认情况下，Aperture 将 0 设
定为纯黑，将 1 设定为纯白。均匀地限制白点值和黑点值会重新分配黑色和白色之间的像素的色调范围。重新
分配亮度值会增加图像中的色调范围和对比度。但是，如果您截断过多而成为黑色或白色色调值，则原先靠近

纯黑和纯白的色调值现在会变成纯黑和纯白，导致丢失图像细节。

若要简化工作流程，您可以使用色阶调整中的“自动色阶”按钮来自动分析图像和基于该分析调整色阶。这是一

种极好的方式，可让您在使用手动调整控制微调色阶调整前对图像进行快速校正。

执行自动色阶调整有两种方式。当您想要校正图像的对比度而不修改其色偏，您可以使用“自动色阶合并”按钮

来基于红色、绿色和蓝色通道组合的总亮度调整色阶。 

在进行“自动色阶合并”调整之前 在进行“自动色阶合并”调整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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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您想要校正图像的对比度以及图像色偏，您可以使用“自动色阶分离”按钮来基于每个通道的评估调整 
色阶。

在进行“自动色阶分离”调整之前 在进行“自动色阶分离”调整之后

您还可以调整自动色阶调整的黑色调点和白色调点的容差。

除了调整图像的色调值来调整整体阴影、中间色调和高光外，您还可以通过单独地调整红色、绿色和蓝色通 
道的色阶来对图像进行色彩校正。Aperture 提供了一种方式来调整每个颜色通道的色阶，可让您控制图像的
色调。

您也可以将“色阶”调整刷到图像的特定区域。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208 页应用笔刷调整。

自动调整图像的色阶

 1 选择照片。

 2 在“调整”检查器或“检查器”HUD 的“调整”面板中，从“添加调整”弹出式菜单中选取“色阶”。

 3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若要基于红色、绿色和蓝色通道组合的总亮度来调整色阶：在“调整”检查器的“色阶”区域中，从“通道”弹

出式菜单中选取“亮度”，然后点按“自动色阶合并”按钮。

点按“自动色阶合并”按钮以根据所有三
个颜色通道的合并亮度，自动设定照片

的色阶。

 • 若要根据对每个颜色通道的评估来调整色阶：从“通道”弹出式菜单中选取“RGB”，然后点按“自动色阶分
离”按钮。

点按“自动色阶分离”按钮以根据每个颜
色通道的亮度值的评估，自动设定照片

的色阶。

若要对自动色阶调整进行微调，请参阅下文的“根据亮度来调整图像中的色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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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自动色阶调整进行黑色调点和白色调点调整

Aperture 提供了选项来为自动色阶调整同时设定黑色调点参数和白色调点参数。从默认值 0% 开始修改黑色
调点和白色调点会扩展图像的色调范围。扩展图像的色调范围的其中一个原因是图像打印时会保留阴影和高光

细节。

【注】您可能需要在确定黑色调点和白色调点的最终值之前，执行一些打印测试来确定您打印机的输出特性。

 1 选取“Aperture”>“偏好设置”，然后点按“高级”。

 2 在“高级”面板中，指定以下设置：

 • 若要调整黑色调点：使用“自动调整黑色调”参数控制。

使用“自动调整黑色调”滑块和值滑块可
在评估颜色相对于黑色的程度时给“自
动色阶”调整添加容差。

将滑块向右拖移将增加自动色阶调整对图像中所分析的黑点以外的颜色的容差。

 • 若要调整白色调点：使用“自动调整白色调”参数控制。

使用“自动调整白色调”滑块和值滑块可
在评估颜色相对于白色的程度时给“自
动色阶”调整添加容差。

将滑块向右拖移将增加自动色阶调整对图像中所分析的白点以外的颜色的容差。

 3 在黑色和白色调点调整好之后，请在“调整”检查器或“检查器”HUD 的“调整”面板的“色阶”区域中点按“自
动色阶合并”按钮或“自动色阶分离”按钮，来查看图像上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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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亮度来手动调整图像中的色阶

若要手动调整图像的整体色调而不影响其色偏，您可以根据显示亮度的直方图来使用色阶调整控制。当该直方

图设定为显示亮度时，它会显示每个像素的所有三种颜色通道的累积亮度值。

在进行“色阶”调整之前 在进行“色阶”调整之后

如果要在限制黑点和白点中的增量效果的同时调整中间色调的亮度值，您也可以使用“灰色阶”滑块。阴影的较

亮区域和高光的较暗区域将被影响，但是当靠近暗黑色或亮白色时，该效果会逐渐减弱。

在进行“灰色色阶”调整之前 在进行“灰色色阶”调整之后

 1 选择照片。

 2 在“调整”检查器或“检查器”HUD 的“调整”面板中，从“添加调整”弹出式菜单中选取“色阶”。

 3 若要显示“色阶”直方图，请在“调整”检查器或“检查器”HUD 的“调整”面板的“色阶”区域中选择“色阶”复
选框。

“白色色阶”滑块

“黑色色阶”滑块

 4 从“通道”弹出式菜单中选取“亮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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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执行以下一项或两项操作：

 • 若要将图像限制在它的新黑点和白点：请将“黑色阶”和“白色阶”滑块拖到直方图图形的外部。

将“黑色色阶”和“白色色阶”滑块拖到
其接触到直方图外部的位置。

您也可以在“黑色 (B)”栏和“白色 (W)”栏中选择数字，然后从 0.00 到 1.00 中选择一个值输入。默认情况
下，黑点设定为 0.00，白点设定为 1.00。 

 • 若要调整图像的亮度值：拖移“灰色阶”滑块直到图像的中间色调正确为止。

“灰色色阶”滑块

您可以在“灰色 (G)”栏中选择数字，然后从 0.02 到 0.98 中选择一个值输入，来校正图像的中间色调的亮度
值。默认情况下，灰点设定为 0.50。 

图像中阴影和高光的色调值会更新，这样会产生更多定义的黑场值和高光值，并增大了整体对比度。

显示“四分之一色调色阶”控制

如果您需要对中央色调和阴影之间的色调值以及中央色调和高光之间的色调值进行控制（例如，在黑点和白点

设置之外将对比度独立添加到中央色调值），您可以使用“四分之一色调色阶”控制。与黑色阶滑块和白色阶滑

块不同，“四分之一色调色阶”滑块仅会影响他们表示的像素的色调范围：要么是阴影到中间色调，要么是中间

色调到高光。

 m 在“调整”检查器或“检查器”HUD 的“调整”面板的“色阶”区域中，点按“四分之一色调控制”按钮。

点按“四分之一色调控制”
按钮以显示“四分之一色调
色阶”滑块。

调整图像的亮度

您也可以使用色阶调整控制来调整图像的亮度。调整亮度后，您可以使用黑色阶、灰色阶和白色阶滑块来根据

新亮度值来修改图像的色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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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 若要均匀地调整图像的亮度：在“调整”检查器或“检查器”HUD 的“调整”面板的“色阶”区域中，拖移“亮度
色阶”滑块，直到整个图像的亮度正确为止。

拖移“亮度色阶”滑块以均匀地调
整照片的亮度。

 m 若要选择性地调整图像中阴影和高光的亮度：拖移“阴影亮度色阶”滑块和“高光亮度色阶”滑块，直到图像中

阴影和高光的亮度值正确为止。

拖移“阴影亮度色阶”（左侧）和“高
光亮度色阶”滑块以选择性地调整照
片的亮度。

使用色阶进行色彩校正

对图像进行色彩校正的一种强有力的方式是调整图像中每个颜色通道的色阶，这将允许您移除色偏。必须知

道，您是在 RGB 光谱中调整图像的颜色。当您增加蓝色时就会减少黄色，当您增加绿色时就会减少洋红色，诸
如此类。

当您想要移除图像中的红色和青色色偏时，您可以调整红色通道的色阶。

在进行“红色色阶”调整之前 在进行“红色色阶”调整之后
（已将“灰色色阶”滑块右移）

当您想要移除图像中的绿色和洋红色色偏时，您可以调整绿色通道的色阶。

在进行“绿色色阶”调整之前 在进行“绿色色阶”调整之后
（已将“灰色色阶”滑块右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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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您想要移除图像中的蓝色和黄色色偏时，您可以调整蓝色通道的色阶。

在进行“蓝色色阶”调整之前 在进行“蓝色色阶”调整之后
（已将“白色色阶”和“灰色色阶”滑块左移）

 1 如果色阶控制未显示在“调整”检查器或“检查器”HUD 的“调整”面板中，请从“添加调整”弹出式菜单中选
取“色阶”。

 2 若要调整红色通道的色阶，请从“通道”弹出式菜单中选取“红色”，然后执行以下任意一项操作： 

从“通道”弹出式菜单中
选取颜色通道。

 • 若要将青色添加到阴影，同时移除红色：向右拖移“黑色阶”滑块。

 • 若要将红色添加到中间色调，同时移除青色：向左拖移“灰色阶”滑块。

 • 若要将青色添加到中间色调，同时移除红色：向右拖移“灰色阶”滑块。

 • 若要将红色添加到高光，同时移除青色：向左拖移“白色阶”滑块。

 3 若要调整绿色通道的色阶，请从“通道”弹出式菜单中选取“绿色”，然后执行以下任意一项操作：

 • 若要将洋红色添加到阴影，同时移除绿色：向右拖移“黑色阶”滑块。

 • 若要将绿色添加到中央色调，同时移除洋红色：向左拖移“灰色阶”滑块。

 • 若要将洋红色添加到中央色调，同时移除绿色：向右拖移“灰色阶”滑块。

 • 若要将绿色添加到高光，同时移除洋红色：向左拖移“白色阶”滑块。

 4 若要调整蓝色通道的色阶，请从“通道”弹出式菜单中选取“蓝色”，然后执行以下任意一项操作：

 • 若要将黄色添加到阴影，同时移除蓝色：向右拖移“黑色阶”滑块。

 • 若要将蓝色添加到中央色调，同时移除黄色：向左拖移“灰色阶”滑块。

 • 若要将黄色添加到中央色调，同时移除蓝色：向右拖移“灰色阶”滑块。

 • 若要将蓝色添加到高光，同时移除黄色：向左拖移“白色阶”滑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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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性地调整图像的颜色值
您可以使用颜色调整控制来选择性地调整图像中的红色、绿色、蓝色、青色、洋红色和黄色。每种颜色都有单独

的色调、饱和度和亮度控制。如果您需要调整没有显示在颜色控制中的颜色的色调、饱和度和亮度，您可以使

用“颜色”滴管来识别需要调整的图像中的饱和度。 

尽管基于每个颜色的色调、饱和度和亮度的分段控制可能最开始似乎有些复杂，但是将这些调整限制到特定颜

色可帮助您校正和增强目标颜色，而不会影响其他颜色。此外，Aperture 提供了范围控制，可用于设定被色调、
饱和度和亮度调整影响的颜色范围。被这些调整影响的颜色范围也称为套色蔓延。您可以使用范围控制对您的

颜色调整进行微调。

您也可以将颜色调整刷到图像的所选部分。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208 页应用笔刷调整。

在进行“颜色”调整之前 在进行“颜色”调整之后
（调整了蓝色的色调和饱和度）

色调、饱和度和亮度描述了特定颜色的特征：

 • 色调 (H)：描述实际颜色本身。色调在色轮上以角度体现。在 Aperture 中移动“色调”滑块会将色轮中其原
始位置的颜色重新映射到滑块指示的新位置。进行色调调整通常是为了将不同图像中同一主体的颜色进行

匹配。当您拍摄的主体在各种光照条件下移动时，调整图像的色调特别有用。调整图像色调的另一个有优点

是，不同类型或来自不同制造商的相机型号在捕捉和渲染颜色方面很少会采用完全一样的方式。您可以使用

色调控制对使用两个不同相机拍摄的主体的颜色进行匹配，以便当这两个图像摆放在一起时，它们会相 
匹配。 

 • 饱和度 (S)：定义特定色调的强度。饱和的色调会让颜色看起来生动而纯净。不太饱和的色调看起来平淡且
更灰。完全去饱和的色调会变成灰色的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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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亮度 (L)：描述所选颜色的亮度。增加亮度会使所选颜色值变亮。最大化亮度调整会导致纯白。反之，减小亮
度会让所选颜色变暗。最小化亮度调整会导致纯黑。 

L

S H

调整图像中的颜色值

当您想要调整图像中的颜色值时，您必须首先标识出对您要更改的颜色有最大影响的颜色。必须知道，您是在 
RGB 光谱中调整图像的颜色。当您增加蓝色时就会减少黄色，当您增加绿色时就会减少洋红色，诸如此类。当
您想要隔离某个颜色并调整其色调时，在色轮上标识出该颜色的位置很重要。例如，如果颜色值较蓝色更接近

青色，您可能决定调整青色色调值而不调整蓝色色调值。根据图像，您可能决定同时调整青色和蓝色色调值来

达到您要寻找的颜色值。让图像中的颜色更完美不只有一种校正方法。您的方法必须基于图像的主体以及您要

达到的整体美感。

黄色 

-180˚ 180˚

红色 青色

青色重新映射 4˚

蓝色 洋红色 红色绿色

0˚

 1 选择照片。

 2 在“调整”检查器或“检查器”HUD 的“调整”面板中，从“添加调整”弹出式菜单中选取“颜色”（或按下 
Control-C）。

 3 点按您想要调整的颜色来查看其“色调”、“饱和度”、“亮度”和“范围”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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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您也可以点按“扩展视图”按钮来展开“颜色”区域以同时显示所有颜色的控制。

点按“扩展视图”按
钮以同时查看所有

颜色的控制。

 4 若要重新映射图像中所选颜色的色调，请使用“色调”控制。

使用“色调”滑块和值滑块来重新
映射所选颜色的色调。

根据所选的颜色，您可以按照以下方式重新映射色调：

 • 红色：减少色调值使色调移向洋红色，而增加值将使色调移向黄色。

 • 黄色：减少色调值使色调移向红色，而增加值将使色调移向绿色。

 • 绿色：减少色调值使色调移向黄色，而增加值将使色调移向青色。

 • 青色：减少色调值使色调移向绿色，而增加值将使色调移向蓝色。

 • 蓝色：减少色调值使色调移向青色，而增加值将使色调移向洋红色。

 • 洋红色：减少色调值使色调移向蓝色，而增加值将使色调移向红色。

 5 若要调整所选颜色色调的强度，请使用“饱和度”参数控制。

使用“饱和度”滑块和值滑块来纠
正所选颜色的色调的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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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若要调整所选颜色的亮度，请使用“亮度”参数控制。

使用“亮度”滑块和值滑块来纠正
所选颜色的色调的亮度。

 7 若要限制或扩展所选颜色色调上的调整的色度范围，请使用“范围”参数控制。

使用“范围”滑块和值滑块来调
整颜色调整的色度范围。

默认情况下，“范围”值滑块设定为 1.00。 

黄色 红色 青色

1010

您可以将色彩范围最高调整到 20。默认跨页为 1。

蓝色 洋红色 红色绿色

1

 8 重复步骤 3 到步骤 7，直到您对图像中颜色的外观感到满意。

调整图像中的自定颜色值

如果您需要特定的色调作为您色调调整的起始点，您可以使用颜色滴管来识别图像中的色调。

 1 选择照片。

 2 在“调整”检查器或“检查器”HUD 的“调整”面板的“颜色”区域中，点按具有最接近您计划调整的色调的色
调的颜色，然后选择颜色滴管工具。

点按“颜色”滴管并
在照片中选择要调

整的颜色。

指针变成滴管，放大镜出现，显示了目标区域的放大视图。默认情况下，放大镜设定为将图像放大为 100%（完
整大小）。如果需要，您可以增加放大镜的放大倍数，方法是从“放大镜”弹出式菜单中选取一个放大倍数值。有

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164 页放大镜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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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将滴管放在您要调整的图像的颜色的上方，然后点按。

新色调将被选定并成为该色调颜色调整的起始点。

手动将图像转换为黑白
将彩色图像转换成黑白时，如果您想拥有比单纯去饱和更多的控制，您可以使用黑白调整控制。黑白调整控制

可让您调整色调关系和对比度，方法是单独地调整红色、绿色和蓝色通道。黑白调整的效果类似于将颜色滤镜

连接到相机镜头并拍摄黑白照片的效果。

在进行“黑白”调整之前 在进行“黑白”调整之后

成功使用黑白调整控制的关键是体验为“红色”、“绿色”和“蓝色”参数更改值的效果，直到对图像上的效果感

到满意。

【注】一个好的经验法则是，让红色、绿色和蓝色通道的总百分比保持在 100% 以下，以防止夸大图像中的 
高光。

使用黑白控制将彩色图像转换为黑白

 1 选择照片。

 2 如果黑白控制没有显示在“调整”检查器或“检查器”HUD 的“调整”面板中，请从“添加调整”弹出式菜单中选
取“黑白”（或按下 Control-M 键）。

 3 使用“红色”、“绿色”和“蓝色”参数控制来调整颜色通道混合以及图像中的色调关系和对比度。

使用“红色”、“绿色”和“蓝色”
滑块和值滑块来手动调整颜色

通道的混合。

您也可以将黑色与白色调整刷到图像的特定区域。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208 页应用笔刷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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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某种颜色色调将彩色图像转换为黑白
当您想要执行彩色到黑白的基本转换且同时将某种颜色色调应用到图像的中间色调时，彩色单色化调整控制非

常有用。

在进行“彩色单色化”调整之前 在进行“彩色单色化”调整之后
（应用了蓝色调）

将彩色图像转换为黑白以及添加颜色色调

 1 选择照片。

 2 如果“彩色单色化”控制没有显示在“调整”检查器或“检查器”HUD 的“调整”面板中，请从“添加调整”弹出
式菜单中选取“彩色单色化”，然后指定以下设置：

使用“强度”滑块和值滑块来调整应
用到照片的色调的强度。

在颜色池中点按以从“颜色”
窗口中选择颜色。

 • 若要选取不同的色调颜色：点按颜色池，然后从“颜色”窗口中选择一种新色调颜色，或者点按颜色池右边的

显示按钮并从弹出式颜色调板中选择一种新色调颜色。 

 • 若要调整应用到图像的颜色色调的强度：请使用“强度”滑块。 

默认情况下，颜色强度设定为最大值 1.0，即完全去饱和以及最大值的色调。

图像将转换为黑白，且所选颜色色调应用到中间色调。

您也可以将彩色单色化调整刷到图像的特定区域。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208 页应用笔刷调整。

应用棕褐色色调
棕褐色调调整控制的表现类似于彩色单色化控制，不过前者已选定棕褐色调。

在进行“棕褐色调”调整之前 在进行“棕褐色调”调整之后

将棕褐色调应用到图像

 1 选择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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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如果棕褐色调控制没有显示在“调整”检查器或“检查器”HUD 的“调整”面板中，请从“添加调整”弹出式菜单
中选取“棕褐色调”。

 3 使用“强度”参数控制来调整应用到图像的棕褐色调的强度。

使用“强度”滑块和值滑块来调整应用到照
片的棕褐色调的强度。

默认情况下，棕褐色调的强度设定为最大值 1.0。

图像将转换为黑白，且棕褐色调应用到中间色调。

您也可以将棕褐色调调整刷到图像的特定区域。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208 页应用笔刷调整。

锐化图像
您可以使用边缘锐化控制来锐化图像中的细节。用数字图像感应器拍摄的图像通常其聚焦有一点软，这是由相

机处理器应用的去马赛克滤镜引起的。边缘锐化控制会调整图像中的亮度值，并增加所修饰的亮像素和暗像素

之间的对比度，创建了“边缘”。增加这些相邻亮像素和暗像素之间的对比度会让图像看起来更清晰或更锐利。

当进行噪点消除调整时，您也可以使用边缘锐化控制，以便图像保留可能被噪点消除调整效果遮蔽的细节和清

晰边缘。边缘锐化调整也可以弥补在某些打印过程中出现的软化现象。

在进行“边缘锐化”调整之前 在进行“边缘锐化”调整之后

为了获得最大精度，边缘锐化调整是分三阶段（它们看起来像是同时发生的）来锐化图像的：初始锐化阶段（进

行大部分锐化操作）及后续两个锐化阶段。这些后续阶段称为散开。

【重要事项】边缘锐化控制不能校正在聚焦范围外拍摄的图像。

Aperture 还包括先前版本 Aperture 中的锐化调整。如果您在较早版本的 Aperture 中使用锐化调整应用了
锐化操作，则该锐化调整控制将依然在那儿，以便您的调整保持完整和未改变。但是，若要在其他图像上作进一

步锐化，建议您使用边缘锐化调整控制，因为它通常在锐化如何应用方面提供了更多精确控制。

使用边缘锐化控制来锐化图像

 1 选择照片。

 2 如果“边缘锐化”控制没有显示在“调整”检查器或“检查器”HUD 的“调整”面板中，请从“添加调整”弹出式
菜单中选取“边缘锐化”（或按下 Control-S 键），然后指定以下设置：

 • 若要调整边缘锐化调整的强度：请使用“强度”参数控制。

使用“强度”滑块和值滑块来调
整锐化调整的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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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为 0.0 时不会对图像应用锐化调整。大于 0.0 的值会增加锐化调整。

 • 若要调整阈值来确定像素是否为边缘：请使用“边缘”参数控制。

使用“边缘”滑块和值滑块来调整
锐化调整的阈值。

值为 0.0 时不会对图像应用锐化调整。大于 0.0 的值会增加能够作为边缘的像素的数目。

【注】如果您观察到数字噪点开始在图像的平淡区域（只有很少或没有对比度的区域）中增加，请降低“边

缘”参数设置。

 • 若要调整在后续锐化阶段中应用的锐化量：请使用“散开”参数控制。

使用“衰减”滑块和值滑块来调整
后续锐化调整的强度。

该散开百分比将按比例应用到第二个和第三个锐化阶段。例如，如果 0.69 (69%) 设定为散开参数值，则会将
原始锐化量的 69% 应用到第二个锐化阶段中，第二个锐化阶段锐化量的 69% 会应用到第三个锐化阶段。换
句话说，第三个锐化阶段只会应用原始锐化量的 47.6%。

您也可以将边缘锐化调整刷到图像的特定区域。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208 页应用笔刷调整。

使用边缘锐化工作流程

Aperture 中的边缘锐化调整是用来锐化照片的专业工具。结合以下工作流程使用“边缘”锐化调整控制可轻
松达到专业效果。

 1 在“调整”检查器或“检查器”HUD 的“调整”面板的“边缘锐化”区域中，将“强度”滑块设定为最大值来查看
操作效果。

 2 调整“边缘”滑块，以便您能够看到图像的哪部分被锐化了。

尝试调整“边缘”滑块使边缘锐化，但是不影响图像中的噪点和纹理。

 3 调整“散开”滑块，以便您要锐化最多的边缘大小被加强。

 4 减小“强度”参数值，直到锐化效果适当的精致一些。

通常 0.5 以下的值效果最佳。

使用传统锐化控制来锐化图像

当您需要修改在较早版本的 Aperture 中应用到图像的锐化调整参数设置时，您可以使用锐化调整控制。

 1 选择照片。

 2 如果锐化控制没有显示在“调整”检查器或“检查器”HUD 的“调整”面板中，请从“添加调整”弹出式菜单中选
取“锐化”，然后指定以下设置：

 • 若要调整应用到图像的锐化量：请使用“强度”参数控制。

使用“强度”滑块和值滑块来调整锐化调整
的强度。

使用“半径”滑块和值滑块来调整应用
了锐化调整的区域。

值为 0.0 时不会对图像应用锐化调整。大于 0.0 的值会增加对图像的锐化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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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若要调整锐化调整所应用的区域（Aperture 从每个像素所走的距离，用像素表示）：使用“半径”参数 
控制。

值为 0.0 时不会对图像应用锐化调整。大于 0.0 的值会增加锐化调整应用的区域。

您也可以将锐化调整刷到图像的特定区域。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208 页应用笔刷调整。

将晕影应用到图像
您可以使用晕影调整控制将晕影应用到图像。术语晕影描述了一个图像，其亮度从中间向外逐渐褪色。通常会

在图像拍摄后对其应用晕影，以达到艺术效果。Aperture 提供了两种类型的晕影：“曝光”和“灰度系数”。

曝光晕影旨在模拟镜头创建的晕影。

在进行“曝光晕影”调整之前 在进行“曝光晕影”调整之后

灰度系数晕影旨在达到艺术效果和对晕影中受影响的像素应用灰度系数调整。因为灰度系数晕影能够识别出

受影响像素中的颜色，所以它可以创建比曝光晕影更显著的晕影效果。

在进行“灰度系数晕影”调整之前 在进行“灰度系数晕影”调整之后

【注】您可以将晕影添加到任何在 Aperture 中裁剪的图像。该调整会在图像裁剪后应用。

给图像应用曝光晕影或灰度系数晕影

 1 选择照片。

 2 如果晕影控制没有显示在“调整”检查器或“检查器”HUD 的“调整”面板中，请从“添加调整”弹出式菜单中
选取“晕影”（或按下 Control-V 键）。

 3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若要应用“曝光”晕影：从“类型”弹出式菜单中选取“曝光”。

 • 若要应用“灰度系数”晕影：从“类型”弹出式菜单中选取“灰度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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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指定以下设置：

 • 若要调整要应用到图像的晕影量：请使用“强度”参数控制。

使用“强度”滑块和值滑块来调整从照
片边缘移除的亮度的量。

 • 若要调整晕影大小（用像素表示）：使用“半径”参数控制。

使用“半径”滑块和值滑块来调整应用
了“晕影”调整的区域的大小。

在将晕影应用到图像后，您可以更改晕影类型，并保留您使用上一个晕影设定的“强度”和“半径”参数值。若

要更改晕影，请从“类型”弹出式菜单中选取另一种晕影类型。 

您也可以将曝光和灰度系数晕影调整刷到图像的特定部分。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208 页应用笔刷调整。

有关移除图像拍摄时应用的晕影的信息，请参阅第 239 页移除晕影。

应用特定快速笔刷调整

在图像上刷磨皮调整
使用磨皮快速笔刷调整可平滑人物的皮肤，方法是稍微使皱纹和皮肤毛孔变得模糊。

在进行“磨皮”
快速笔刷调整之前

在进行“磨皮”
快速笔刷调整之后

平滑人物的皮肤

 1 选择照片。

 2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在“调整”检查器或“检查器”HUD 的“调整”面板中，从“添加调整”弹出式菜单中选取“快速笔刷”>“磨
皮”。

 • 在工具条中，从“快速笔刷”弹出式菜单  中选取“磨皮”。

“磨皮笔刷”HUD 将显示，且磨皮调整控制将显示在“调整”检查器和“检查器”HUD 的“调整”面板中（如果
两者均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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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使用“磨皮笔刷”HUD 中的控制指定透明刷设置。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211 页应用快速笔刷调整和第 212 页使用透明刷。

 4 在您想要平滑人物的皮肤的图像区域刷调整。

在应用到图像后修改磨皮调整

 1 选择应用了磨皮调整的照片。

 2 在“调整”检查器或“检查器”HUD 的“调整”面板的“磨皮”区域中，调整以下设置：

 • 若要指定“磨皮”调整应用的区域：使用“半径”参数控制。

 • 若要指定保留在“磨皮”调整应用的区域中的详细信息量：使用“详细信息”参数控制。

 • 若要指定磨皮调整的强度：请使用“强度”参数控制。

在图像上刷减淡调整
使用减淡快速笔刷调整可使图像的特定区域变亮。例如，您可以通过让图像前景中的主题稍稍亮过背景来强调

该主题。

在进行“减淡”调整之前 在进行“减淡”调整之后
（使前景中的山丘变亮）

选择性地使图像变亮

 1 选择照片。

 2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在“调整”检查器或“检查器”HUD 的“调整”面板中，从“添加调整”弹出式菜单中选取“快速笔刷”>“减淡
（变亮）”。

 • 在工具条中，从“快速笔刷”弹出式菜单  中选取“减淡（变亮）”。

“减淡笔刷”HUD 将显示，且减淡调整控制将显示在“调整”检查器和“检查器”HUD 的“调整”面板中（如果
两者均显示）。

 3 使用“减淡笔刷”HUD 中的控制指定透明刷设置。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211 页应用快速笔刷调整和第 212 页使用透明刷。

 4 在您想要变亮的图像区域上刷调整。

在应用到图像后修改减淡调整

 1 选择应用了减淡调整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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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在“调整”检查器或“检查器”HUD 的“调整”面板中的“减淡”区域中，使用“数量”参数控制来更改调整的 
强度。

在图像上刷蚀刻调整
使用蚀刻快速笔刷调整可使图像的特定区域变暗。例如，您想要使图像阴影中的视觉元素变得模糊，但不使用

色阶或曲线调整来打破黑色（更改图像中所有阴影的色调）时，可使用蚀刻快速笔刷调整。

有关“色阶”和“曲线”调整的信息，请参阅第 268 页调整图像的色阶和第 255 页调整图像的色调曲线。

在进行“蚀刻”调整之前 在进行“蚀刻”调整之后
（使背景中的山脉变暗）

选择性地使图像变暗

 1 选择照片。

 2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在“调整”检查器或“检查器”HUD 的“调整”面板中，从“添加调整”弹出式菜单中选取“快速笔刷”>“蚀刻
（变暗）”。

 • 在工具条中，从“快速笔刷”弹出式菜单  中选取“蚀刻（变暗）”。

“蚀刻笔刷”HUD 将显示，且蚀刻调整控制将显示在“调整”检查器和“检查器”HUD 的“调整”面板中（如果
两者均显示）。

 3 使用“蚀刻笔刷”HUD 中的控制指定透明刷设置。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211 页应用快速笔刷调整和第 212 页使用透明刷。

 4 在您想要变暗的图像区域中刷调整。

在应用到图像后修改蚀刻调整

 1 选择应用了蚀刻调整的照片。

 2 在“调整”检查器或“检查器”HUD 的“调整”面板中的“蚀刻”区域中，使用“数量”参数控制来更改调整的 
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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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图像上刷偏光调整
使用偏光快速笔刷调整可使图像特定区域中的颜色加深，方法是使阴影和中间色调变暗，而不影响黑点和白

点。偏光快速笔刷调整使用“相乘”混合来创建与偏光滤镜相似的效果。

在进行“偏光”调整之前 在进行“偏光”调整之后
（给前景中花岗岩的阴影和中间色调增加了对比度）

选择性地使图像偏光

 1 选择照片。

 2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在“调整”检查器或“检查器”HUD 的“调整”面板中，从“添加调整”弹出式菜单中选取“快速笔刷”>“偏光
（相乘）”。

 • 在工具条中，从“快速笔刷”弹出式菜单  中选取“偏光（相乘）”。

“偏光笔刷”HUD 将显示，且偏光调整控制将显示在“调整”检查器和“检查器”HUD 的“调整”面板中（如果
两者均显示）。

 3 使用“偏光笔刷”HUD 中的控制指定透明刷设置。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211 页应用快速笔刷调整和第 212 页使用透明刷。

 4 在包含您想要添加对比度的阴影和中间色度的图像区域上刷调整。

在应用到图像后修改偏光调整

 1 选择应用了偏光调整的照片。

 2 在“调整”检查器或“检查器”HUD 的“调整”面板中的“偏光”区域中，使用“强度”参数控制来更改调整的 
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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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图像上刷增强对比度调整
使用增强对比度快速笔刷调整来校正显示为褪色的图像阴影区域。增强对比度调整增强了图像刷过区域中的

纯黑和 50% 灰色之间的对比度，效果等同于应用“叠层”混合。

在进行“增强对比度”调整之前 在进行“增强对比度”调整之后
（给前景中暴露的山体和树木增加了对比度）

选择性地调整图像阴影区域中的对比度

 1 选择照片。

 2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在“调整”检查器或“检查器”HUD 的“调整”面板中，从“添加调整”弹出式菜单中选取“快速笔刷”>“增
强对比度（叠层）”。

 • 在工具条中，从“快速笔刷”弹出式菜单  中选取“增强对比度（叠层）”。

“增强对比度笔刷”HUD 将显示，且增强对比度调整控制将显示在“调整”检查器和“检查器”HUD 的“调
整”面板中（如果两者均显示）。

 3 使用“增强对比度笔刷”HUD 中的控制指定透明刷设置。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211 页应用快速笔刷调整和第 212 页使用透明刷。

 4 在您想要增强阴影中的对比度的图像区域刷调整。

在应用到图像后修改增强对比度调整

 1 选择应用了增强对比度调整的照片。

 2 在“调整”检查器或“检查器”HUD 的“调整”面板中的“增强对比度”区域中，使用“强度”参数控制来更改调
整的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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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图像上刷色调调整
使用色调快速笔刷调整可偏移图像特定区域中的色调。例如，如果某个对象包含您想要中和的青色调，您可以

仅将洋红色添加到该对象，而无需更改图像的总体色调。

在进行“色调”调整之前 在进行“色调”调整之后
（更改了三片花瓣的颜色）

【注】您也可以通过将增强调整刷到图像来应用“色调”调整。但是，在图像上刷增强调整将应用对比度、清晰

度、饱和度、鲜明度和色调参数设置。需要以不同方式将其中各个调整应用到照片的不同部分时，可使用快速笔

刷等同功能。有关增强调整的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247 页调整对比度、清晰度以及饱和度。

选择性地调整图像的色调

 1 选择照片。

 2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在“调整”检查器或“检查器”HUD 的“调整”面板中，从“添加调整”弹出式菜单中选取“快速笔刷”>“色
调”。

 • 在工具条中，从“快速笔刷”弹出式菜单  中选取“色调”。

“色调笔刷”HUD 将显示，且色调调整控制将显示在“调整”检查器和“检查器”HUD 的“调整”面板中（如果
两者均显示）。

 3 使用“色调笔刷”HUD 中的控制指定透明刷设置。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211 页应用快速笔刷调整和第 212 页使用透明刷。

 4 在您想要更改色调的图像区域上刷调整。

【注】在图像的某些区域刷上色调调整时，您可能不会注意到其色调的变化。若要更改色调值，请参阅下文中

的“在应用到图像后修改色调调整”。

在应用到图像后修改色调调整

 1 选择应用了色调调整的照片。

 2 在“调整”检查器或“检查器”HUD 的“调整”面板中的“色调”区域中，使用“角度”参数控制来修改偏移色调
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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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图像上刷对比度调整
使用对比度快速笔刷调整可修改图像特定区域中的对比度。

在进行“对比度”调整之前 在进行“对比度”调整之后
（给麋鹿和青草增加了饱和度）

【注】您也可以通过将增强调整刷到图像来应用“对比度”调整。但是，在图像上刷增强调整将应用对比度、 
清晰度、饱和度、鲜明度和色调参数设置。需要以不同方式将其中各个调整应用到照片的不同部分时，可使 
用快速笔刷等同功能。有关增强调整的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247 页调整对比度、清晰度以及饱和度。

选择性地调整图像的对比度

 1 选择照片。

 2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在“调整”检查器或“检查器”HUD 的“调整”面板中，从“添加调整”弹出式菜单中选取“快速笔刷”>“对
比度”。

 • 在工具条中，从“快速笔刷”弹出式菜单  中选取“对比度”。

“对比度笔刷”HUD 将显示，且对比度调整控制将显示在“调整”检查器和“检查器”HUD 的“调整”面板中 
（如果两者均显示）。

 3 使用“对比度笔刷”HUD 中的控制指定透明刷设置。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211 页应用快速笔刷调整和第 212 页使用透明刷。

 4 在您想要更改对比度的图像区域上刷调整。

在应用到图像后修改对比度调整

 1 选择应用了对比度调整的照片。

 2 在“调整”检查器或“检查器”HUD 的“调整”面板中的“对比度”区域中，使用“数量”参数控制来更改调整的
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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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图像上刷饱和度调整
使用饱和度快速笔刷调整可修改图像特定区域中颜色的饱和度。

在进行“饱和度”调整之前 在进行“饱和度”调整之后
（给背景中的绿色树木增加了饱和度）

【注】您也可以通过将增强调整刷到图像来应用“饱和度”调整。但是，在图像上刷增强调整将应用对比度、 
清晰度、饱和度、鲜明度和色调参数设置。需要以不同方式将其中各个调整应用到照片的不同部分时，可使 
用快速笔刷等同功能。有关增强调整的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247 页调整对比度、清晰度以及饱和度。

选择性地调整图像的饱和度

 1 选择照片。

 2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在“调整”检查器或“检查器”HUD 的“调整”面板中，从“添加调整”弹出式菜单中选取“快速笔刷”>“饱
和度”。

 • 在工具条中，从“快速笔刷”弹出式菜单  中选取“饱和度”。

“饱和度笔刷”HUD 将显示，且饱和度调整控制将显示在“调整”检查器和“检查器”HUD 的“调整”面板中 
（如果两者均显示）。

 3 使用“饱和度笔刷”HUD 中的控制指定透明刷设置。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211 页应用快速笔刷调整和第 212 页使用透明刷。

 4 在您想要更改饱和度的图像区域上刷调整。

在应用到图像后修改饱和度调整

 1 选择应用了饱和度调整的照片。

 2 在“调整”检查器或“检查器”HUD 的“调整”面板中的“饱和度”区域中，使用“数量”参数控制来更改调整的
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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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图像上刷清晰度调整
使用清晰度快速笔刷调整可增加图像特定区域的清晰度并减少朦胧，而无需增加太多对比度。

在进行“清晰度”调整之前 在进行“清晰度”调整之后
（给前景中的花朵增加了清晰度）

【注】您也可以通过将增强调整刷到图像来应用“清晰度”调整。但是，在图像上刷增强调整将应用对比度、 
清晰度、饱和度、鲜明度和色调参数设置。需要以不同方式将其中各个调整应用到照片的不同部分时，可使 
用快速笔刷等同功能。有关增强调整的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247 页调整对比度、清晰度以及饱和度。

选择性地调整图像的清晰度

 1 选择照片。

 2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在“调整”检查器或“检查器”HUD 的“调整”面板中，从“添加调整”弹出式菜单中选取“快速笔刷”>“清
晰度”。

 • 在工具条中，从“快速笔刷”弹出式菜单  中选取“清晰度”。

“清晰度笔刷”HUD 将显示，且清晰度调整控制将显示在“调整”检查器和“检查器”HUD 的“调整”面板中 
（如果两者均显示）。

 3 使用“清晰度笔刷”HUD 中的控制指定透明刷设置。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211 页应用快速笔刷调整和第 212 页使用透明刷。

 4 在您想要增加清晰度的图像区域上刷调整。

在应用到图像后修改清晰度调整

 1 选择应用了清晰度调整的照片。

 2 在“调整”检查器或“检查器”HUD 的“调整”面板的“清晰度”区域中，调整以下设置：

 • 若要指定“清晰度”调整应用的区域：使用“半径”参数控制。

 • 若要指定清晰度调整的强度：请使用“强度”参数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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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图像上刷鲜明度调整
使用鲜明度快速笔刷调整可将饱和度仅添加到图像特定区域中的去饱和颜色。肤色不受影响。

在进行“鲜明度”调整之前 在进行“鲜明度”调整之后
（给绿色波浪中的不饱和色增加了饱和度）

【注】您也可以通过将增强调整刷到图像来应用“鲜明度”调整。但是，在图像上刷增强调整将应用对比度、 
清晰度、饱和度、鲜明度和色调参数设置。需要以不同方式将其中各个调整应用到照片的不同部分时，可使 
用快速笔刷等同功能。有关增强调整的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247 页调整对比度、清晰度以及饱和度。

选择性地调整图像中的去饱和颜色

 1 选择照片。

 2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在“调整”检查器或“检查器”HUD 的“调整”面板中，从“添加调整”弹出式菜单中选取“快速笔刷”>“鲜
明度”。

 • 在工具条中，从“快速笔刷”弹出式菜单  中选取“鲜明度”。

“鲜明度笔刷”HUD 将显示，且鲜明度调整控制将显示在“调整”检查器和“检查器”HUD 的“调整”面板中 
（如果两者均显示）。

 3 使用“鲜明度笔刷”HUD 中的控制指定透明刷设置。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211 页应用快速笔刷调整和第 212 页使用透明刷。

 4 仅在您想要在饱和度减少的颜色中增加饱和度的图像区域上刷调整。

在应用到图像后修改鲜明度调整

 1 选择应用了鲜明度调整的照片。

 2 在“调整”检查器或“检查器”HUD 的“调整”面板中的“鲜明度”区域中，使用“数量”参数控制来更改调整的
强度。

67% resize factor



 第 7 章：图像调整 294

在图像上刷模糊调整
使用模糊快速笔刷调整可使图像的特定区域柔化。

在进行“模糊”调整之前 在进行“模糊”调整之后
（使背景变模糊）

模糊图像的一部分

 1 选择照片。

 2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在“调整”检查器或“检查器”HUD 的“调整”面板中，从“添加调整”弹出式菜单中选取“快速笔刷”>“模
糊”。

 • 在工具条中，从“快速笔刷”弹出式菜单  中选取“模糊”。

“模糊笔刷”HUD 将显示，且模糊调整控制将显示在“调整”检查器和“检查器”HUD 的“调整”面板中（如果
两者均显示）。

 3 使用“模糊笔刷”HUD 中的控制指定透明刷设置。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211 页应用快速笔刷调整和第 212 页使用透明刷。

 4 在您想要柔化或隐藏细节的图像区域中刷调整。

在应用到图像后修改模糊调整

 1 选择应用了模糊调整的照片。

 2 在“调整”检查器或“检查器”HUD 的“调整”面板中的“模糊”区域中，使用“数量”参数控制来更改调整的 
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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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图像上刷锐化调整
使用锐化快速笔刷调整可对图像特定区域中的详细信息进行微调。

在进行“锐化”调整之前 在进行“锐化”调整之后

选择性地锐化图像

 1 选择照片。

 2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在“调整”检查器或“检查器”HUD 的“调整”面板中，从“添加调整”弹出式菜单中选取“快速笔刷”> 
“锐化”。

 • 在工具条中，从“快速笔刷”弹出式菜单  中选取“锐化”。

“锐化笔刷”HUD 将显示，且锐化调整控制将显示在“调整”检查器和“检查器”HUD 的“调整”面板中（如果
两者均显示）。

 3 使用“锐化笔刷”HUD 中的控制指定透明刷设置。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211 页应用快速笔刷调整和第 212 页使用透明刷。

 4 在您想要锐化的图像区域上刷调整。

在应用到图像后修改锐化调整

 1 选择应用了锐化调整的照片。

 2 在“调整”检查器或“检查器”HUD 的“调整”面板中的“锐化”区域中，使用“数量”参数控制来更改调整的 
强度。

在图像上刷消除光环调整
使用消除光环快速笔刷调整可移除图像过度曝光时某些镜头偶尔产生的蓝色和紫色须边。

选择性地在图像中生成蓝色和紫色须边

 1 选择照片。

 2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在“调整”检查器或“检查器”HUD 的“调整”面板中，从“添加调整”弹出式菜单中选取“快速笔刷”>“消
除光环”。

 • 在工具条中，从“快速笔刷”弹出式菜单  中选取“消除光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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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除光环笔刷”HUD 将显示，且消除光环调整控制将显示在“调整”检查器和“检查器”HUD 的“调整”面
板中（如果两者均显示）。

 3 使用“消除光环笔刷”HUD 中的控制指定透明刷设置。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211 页应用快速笔刷调整和第 212 页使用透明刷。

 4 在您想要移除光环效果的图像区域上刷调整。

在图像上刷噪点消除调整
使用噪点消除快速笔刷调整可移除图像特定区域中的数字噪点。

在进行“噪点消除”调整之后在进行“噪点消除”调整之前 

选择性地消除图像中的噪点

 1 选择照片。

 2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在“调整”检查器或“检查器”HUD 的“调整”面板中，从“添加调整”弹出式菜单中选取“快速笔刷”>“噪
点消除”。

 • 在工具条中，从“快速笔刷”弹出式菜单  中选取“噪点消除”。

“噪点消除笔刷”HUD 将显示，且噪点消除调整控制将显示在“调整”检查器和“检查器”HUD 的“调整”面
板中（如果两者均显示）。

 3 使用“噪点消除笔刷”HUD 中的控制指定透明刷设置。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211 页应用快速笔刷调整和第 212 页使用透明刷。

 4 在您想要降低数字噪点的图像区域上刷调整。

在应用到图像后修改噪点消除调整

 1 选择应用了噪点消除调整的照片。

 2 在“调整”检查器或“检查器”HUD 的“调整”面板的“噪点消除”区域中，调整以下设置：

 • 若要指定“噪点消除”调整应用的区域：使用“半径”参数控制。

 • 若要指定保留在高对比度区域中的边缘详细信息量：请使用“边缘详细信息”参数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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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和应用效果
如果经常使用相同的调整参数设置，则可以将这些设置存储为效果。例如，您可以创建将彩色图像转换为黑白

的效果。您可以针对单个调整或多个调整创建效果。

当您创建效果时，它将在“调整”检查器和“检查器”HUD 的“调整”面板中的“效果”弹出式菜单中出现。新效
果将出现在“效果”弹出式菜单的底部。随着此列表增长，就会难以在冗长的效果列表中找到特定效果。您可以

重新排列效果的顺序，以便于找到效果。

您还可以将类型相似的效果整理分组为效果组，并且还可以将效果导出，以便在其他 Aperture 系统中使用。

【重要事项】在以前版本的 Aperture 中，单个调整的效果（以前称为调整预置）可通过每个调整的预置操作
弹出式菜单访问。预置在该调整的预置对话框中创建和储存。如果在以前版本的 Aperture 中创建和存储预
置，调整预置现在“调整”检查器或“检查器”HUD 的“调整”面板顶部的“效果”弹出式菜单中显示为效果。如
果要移除在以前版本的 Aperture 中创建的调整预置，请参阅下文的“修改效果”。

创建效果

 1 选择具有您想要存储的调整参数设置的照片。

 2 在“调整”检查器或“检查器”HUD 的“调整”面板顶部，从“效果”弹出式菜单中选取“存储为效果”。

从“效果”弹出式菜单中选取“存储为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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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在“效果预置”对话框中，输入新效果的名称，然后点按“好”。

在此处输入效果

的名称。

调整参数设置将存储为效果，因此新效果现在可用于“调整”检查器或“检查器”HUD 的“调整”面板中的“效
果”弹出式菜单。

将效果应用到图像

将效果应用到图像时，调整控制和参数值将更新，以反映存储在效果中的设置。如果喜欢，您可以将效果用作图

像调整工作流程的起点，然后在将其应用到图像后微调效果。

 1 选择照片。

 2 在“调整”检查器或“检查器”HUD 的“调整”面板中，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若要在先前应用的调整之外应用效果：请从“效果”弹出式菜单中选取您要应用到图像的效果。 

【注】将指针放在“效果”弹出式菜单中的某个效果上时，应用到图像的调整预览将显示在高亮显示的效果

右侧。

将指针放在效果上

以预览其在照片上

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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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若要将先前应用的调整替换为效果：在从“效果”弹出式菜单中选取效果时按住 Option 键。

修改效果

 1 在“调整”检查器或“检查器”HUD 的“调整”面板中，从“效果”弹出式菜单中选取“编辑效果”。

 2 在“效果预置”对话框中，执行以下任意一项操作：

 • 若要从效果中移除调整：请选择您要修改的效果，点按您想要从所选效果中移除的每个调整旁边的移除按

钮 (-)，然后点按“好”。

点按“移除”按钮以从所选效果中移
除调整。

 • 若要给效果重新命名：请连按您想要更改的效果的名称，输入新名称，然后按下 Return 键。

连按效果的名称以给它

重新命名。

 • 若要给效果重新排序：按您想要的顺序拖移效果，然后点按“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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拖移效果时，蓝色条将指示效果被放置的位置。

将效果拖到新位置。

黑条表示项目的放置

位置。

“效果”弹出式菜单中的效果列表将更新，以与“效果预置”对话框中的效果顺序匹配。

 • 若要删除效果：请选择您想要删除的效果，然后按下 Delete 键。

您还可以从效果操作弹出式菜单  中选取“删除预置”，然后在出现的对话框中点按“删除”。

删除效果时，使用效果应用到图像的所有调整都将保留。

 • 若要恢复 Aperture 附带的默认效果：请从效果操作弹出式菜单中选取“全部还原为出厂设置”。

创建效果群组

创建效果群组有助于削减最初显示在“效果”弹出式菜单中的效果列表。例如，存储为单个效果的颜色调整设

置可分为多个类型时，可以针对颜色效果创建名为“颜色”的效果群组。从“效果”弹出式菜单中选取“颜色”时，

各个颜色效果将显示在右侧子菜单中。

效果群组

 1 在“调整”检查器或“检查器”HUD 的“调整”面板中，从“效果”弹出式菜单中选取“编辑效果”。

 2 在“效果预置”对话框中，从效果操作弹出式菜单  中选取“新建预置群组”。

 3 指定新效果群组的名称并按下 Return 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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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将效果拖到效果群组。

将效果拖移到效果群组。

效果都将统一到效果群组，并可通过点按效果群组名称左侧的显示三角形访问。

 5 点按“好”。

与其他 Aperture 系统共享效果
 1 在第一个 Aperture 系统中，从“调整”检查器或“检查器”HUD 的“调整”面板顶部的“效果”弹出式菜单中

选取“编辑效果”。

 2 在“效果预置”对话框中，选择要共享的效果。

【注】若要共享多个效果，必须创建效果群组，然后选择群组。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上文的“创建效果 
群组”。

 3 从“效果操作”弹出式菜单  中选取“导出”。

 4 在显示的对话框中，在“存储为”栏中输入效果名称，选取导出效果的位置，然后点按“导出”。

效果将以 [名称].AdjustmentPresets 导出到所选位置。最好将效果导出到其他 Aperture 系统可访问的位
置。效果文件较小，因此可轻松地通过电子邮件发送到其他 Aperture 系统。

 5 在第二个 Aperture 系统上，导航到效果文件所在的位置，按住 Control 键点按它，然后从快捷菜单中选取“打
开方式”>“Aperture”。

效果将传输到第二个 Aperture 系统，并将出现在“效果”弹出式菜单中。

调整 Aperture 解码 RAW 图像的方式

RAW 微调控制概述
您可以使用“调整”检查器或“检查器”HUD 的“调整”面板的“RAW 微调”区域中的调整控制来修改 OS X 
解码 RAW 文件的方式。OS X 将分析 Aperture 支持的每款数码相机的 RAW 文件格式的特征。此校准数据
通常会产生特定相机的 RAW 图像文件的最佳解码。但是，某些类型的图像可能需要调整 OS X 解码 RAW 图
像文件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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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W 微调控制包括以下参数：

 • 增强：使用“增强”和“色调增强”滑块和值滑块可控制图像对比度。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302 页使用增强控制。

 • 锐化：使用“锐化”和“边缘”滑块和值滑块可在 RAW 解码过程中微调您想要应用到图像的锐化量。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303 页使用锐化控制。

 • 摩尔纹：使用“摩尔纹”和“半径”滑块和值滑块可校正高对比度边缘的颜色须边和图像中的摩尔纹模式效

果，其中图像具有线性模式引入效果的主体，如砖墙或栅栏。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304 页使用摩尔纹控制。

【注】如果设置不可用于派生自特定 RAW 文件格式的图像，则“调整”检查器和“检查器”HUD 的“调整”面
板的“RAW 微调”区域中的某些控制会显示为变暗。部分相机型号可以创建多种类型的 RAW 文件格式，因此
可能会为每个 RAW 文件格式提供不同的控制。

使用这些控制时，可以逐个图像微调 RAW 解码设置。Aperture 还让您可以将自定 RAW 解码设置存储为效
果或总是用于特定相机的默认设置，因此可轻松将其应用到新导入的图像。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305 页设
定相机默认值。

如果 RAW 微调控制未显示，则所选照片来自以前版本的 Aperture。您必须先使用最新的 RAW 图像处理样
式来重新处理图像。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46 页重新处理来自较早版本的 Aperture 的照片。如果您没有
看到“重新处理”按钮，则图像可能不是 RAW 照片。

使用增强控制
OS X 将设定每款数码相机的 RAW 文件格式，以确定最佳对比度设置。增强控制让您可以设定解码 RAW 文
件时的对比度强度。使用增强控制创建对比度时，色调增强控制用于维护图像中的色调。将“色度增强”参数设

定为 1.00 且将“增强”参数设定为 1.00 时，首选颜色和备选颜色将固定为其纯颜色值，从而导致图像中的所
有色调均偏移。

对于包含饱和的首选颜色和备选颜色的图像，如迷人花园中各种花的图像，将色调偏移到真正颜色具有引人入

胜的视觉效果。但是，对于包含肤色的图像，这在视觉上并不是那样怡人。偏移色调最常见的是导致皮肤显示为

黄色。将“色调增强”参数设定为 0.00 时，可增加图像中的颜色对比度，同时保留图像中的原始色调。

调整 RAW 解码过程中应用的对比度
 1 选择 RAW 照片。

【注】如果 RAW 微调控制未显示在“调整”检查器或“检查器”HUD 的“调整”面板中，则所选图像来自
以前版本的 Aperture。您必须先使用最新的 RAW 图像处理样式来重新处理图像。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第 46 页重新处理来自较早版本的 Aperture 的照片。  

67% resize factor



 第 7 章：图像调整 303

 2 在“调整”检查器或“检查器”HUD 的“调整”面板中，使用“增强”滑块和值滑块调整“增强”参数。

使用“增强”滑块和值滑块来调整 RAW 
解码过程中应用的对比度的量。

值 0.00 表示在 RAW 解码过程中不会将任何对比度调整应用到图像。大于 0.00 的值会增加对比度调整。值 
1.00 表示应用特定相机型号的 Apple 建议的完全对比度调整。

 3 使用“色调增强”滑块和值滑块调整“色调增强”参数。

使用“色调增强”滑块和值滑块来保护 RAW 
解码过程中的色调保真度。

值 0.00 表示将在 RAW 解码过程中，保留图像中与增强调整（颜色对比度）相关的原始色度。大于 0.00 的值
会增加色调调整。值 1.00 表示应用特定相机型号的 Apple 建议的完全色调调整。

使用锐化控制
使用“调整”检查器或“检查器”HUD 的“调整”面板中的 RAW 微调锐化控制，可以在 RAW 解码过程中调整
锐化。

【注】使用 RAW 微调调整锐化图像或图像群组的效果很小。使用边缘锐化调整可以获得更多的锐化效果。有
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281 页锐化图像。  

调整 RAW 解码过程中应用的锐化
 1 选择 RAW 照片。

【注】如果 RAW 微调控制未显示在“调整”检查器或“检查器”HUD 的“调整”面板中，则所选图像来自
以前版本的 Aperture。您必须先使用最新的 RAW 图像处理样式来重新处理图像。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第 46 页重新处理来自较早版本的 Aperture 的照片。  

 2 使用“锐化”滑块和值滑块调整锐化效果的强度。

使用“锐化”滑块和值滑块来调整 RAW 解
码过程中应用的锐化效果的强度。

值 0.00 表示在 RAW 解码过程中不会将任何锐化效果应用到图像。大于 0.00 的值会增强锐化效果。

 3 使用“边缘”滑块和值滑块调整如何将锐化效果应用于边缘。

使用“边缘”滑块和值滑块来调整 RAW 解
码过程中将锐化效果应用到边缘的方式。

大于 0.00 的值将强化硬边缘上的锐化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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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摩尔纹控制
由于数码相机感应器产生的噪点，数码相机通常会在边缘和线条周围显示颜色假缺陷。主体具有线性模式的图

像通常将引入摩尔纹模式，使得主体具有皱纹或彩虹颜色外观。此外，图像感应器采用 Bayer 模式的相机通常
会将噪点引入单色图像。“调整”检查器或“检查器”HUD 的“调整”面板的“RAW 微调”区域中的摩尔纹调整
控制可识别这些模式并校正假缺陷。

由于许多数码相机的反锯齿过滤器都较弱，因此“摩尔纹”和“半径”参数专用于校正图像中由具有高颜色对

比度的边缘导致的锯齿。弱反锯齿过滤器会使边缘变为曲线，从而在过程中让颜色倾斜。在 RAW 解码过程
中，OS X 将在 RAW 文件中扫描高频信息，从而查找混合颜色，然后将混合颜色替换为场景中本来就存在的边
缘颜色。“摩尔纹”参数调整将调整应用到的信号量。“半径”参数调整将调整应用到的像素区域（视觉阈值）。

【注】摩尔纹控制替换了以前版本的 Aperture 中的色度模糊控制。

调整 RAW 解码过程中的摩尔纹消除
 1 选择 RAW 照片。

【注】如果 RAW 微调控制未显示在“调整”检查器或“检查器”HUD 的“调整”面板中，则所选图像来自
以前版本的 Aperture。您必须先使用最新的 RAW 图像处理样式来重新处理图像。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第 46 页重新处理来自较早版本的 Aperture 的照片。  

 2 使用“摩尔纹”滑块和值滑块调整要将“摩尔纹”调整应用到的信号量。

使用“摩尔纹”滑块和值滑块来调整 
RAW 解码过程中“摩尔纹”调整所
应用到的信号量。

值 0.00 表示不会在 RAW 解码过程中应用任何摩尔纹校正。大于 0.00 的值表示将在 RAW 解码过程中应用
摩尔纹校正。

 3 使用“半径”滑块和值滑块调整要将“摩尔纹”调整应用到的像素区域。

使用“半径”滑块和值滑块来调整 RAW 解
码过程中“摩尔纹”调整的视觉阈值。

 4 如果相机支持，请使用“降噪”滑块和值滑块减少图像中的数码噪点。

大于 0.00 的值会减少图像中的噪点。

67% resize factor



 第 7 章：图像调整 305

使用降噪控制
当您需要消除 RAW 图像中的数字噪点时，您可以使用“降噪”调整控制。消除图像中的噪点时，您通常需要锐
化图像以防止边缘模糊或细节丢失。若要锐化图像，请使用“RAW 微调”调整中的“边缘”滑块。

【注】当您需要消除图像中的数字噪点时，您也可以使用噪点消除调整控制。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第 281 页锐化图像。

在 RAW 解码期间消除噪点
 1 选择 RAW 照片。

【注】如果 RAW 微调控制未显示在“调整”检查器或“检查器”HUD 的“调整”面板中，则所选图像来自
以前版本的 Aperture。您必须先使用最新的 RAW 图像处理样式来重新处理图像。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第 46 页重新处理来自较早版本的 Aperture 的照片。  

 2 使用“降噪”滑块和值滑块调整降噪的量。

大于 0.00 的值会减少图像中的噪点。

 3 使用“边缘”滑块和值滑块调整如何将噪点消除应用于边缘。

使用“边缘”滑块和值滑块来调整 RAW 解
码过程中将锐化效果应用到边缘的方式。

大于 0.00 的值将强化硬边缘上的锐化效果。

处理 DNG 文件
在 Aperture 中，可以调整 OS X 解码采用 DNG 格式的 RAW 图像的方式。如果 Aperture 支持捕捉照片的
数码相机，该相机的校准数据将用于解码 RAW 文件，方式与从 RAW 文件格式本身解码相同。如果 DNG 文件
来自不受支持的相机，Aperture 将使用储存在 DNG 文件中的相机信息解码图像。

调整 DNG 文件的 RAW 微调参数
 1 选择使用 Aperture 3 图像处理导入或重新处理的 DNG 文件。

【注】如果 RAW 微调控制未显示在“调整”检查器或“检查器”HUD 的“调整”面板中，则所选图像来自以前
版本的 Aperture。您必须先使用 Aperture 3 图像处理重新处理图像。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46 页重新处
理来自较早版本的 Aperture 的照片。  

 2 根据需要调整图像的 RAW 微调参数。

设定相机默认值
使用“调整”检查器或“检查器”HUD 的“调整”面板的“RAW 微调”区域中的控制修改 RAW 解码设置后，可
将这些设置存储为相机型号的默认参数值。此相机型号中导入到 Aperture 中的所有 RAW 图像文件都将使用
这些存储的设置解码。

相机型号显示在“相机”
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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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储相机默认设置

 1 在“调整”检查器或“检查器”HUD 的“调整”面板的“RAW 微调”区域中，从 RAW 微调调整的操作弹出式菜
单  中选取“存储为相机默认值”。

 2 在“RAW 微调调整预置”对话框中，输入预置的名称，然后点按“好”。

RAW 微调调整的操作弹出式菜单将显示预置的名称并在其旁边显示勾号。

清除相机默认设置

若要从相机默认设置列表中移除 RAW 微调调整预置，必须删除它。

 1 在“调整”检查器或“检查器”HUD 的“调整”面板的“RAW 微调”区域中，从操作弹出式菜单  中选
取“Apple”，以将其设定为相机默认设置，然后从操作弹出式菜单中选取“编辑效果”。

 2 在“RAW 微调调整预置”对话框中，选择您想要移除的 RAW 微调预置，然后按下 Delete 键。

 3 在显示的对话框中，点按“删除调整预置”按钮。

这将从“RAW 微调调整预置”对话框中移除该调整预置，且该调整预置不再显示在 RAW 微调操作弹出式菜 
单中。

使用 Apple 建议的相机默认设置
 m 在“调整”检查器或“检查器”HUD 的“RAW 微调”区域中，从操作弹出式菜单  中选取“Apple”。

在操作弹出式菜单中，勾号将显示在“Apple”旁边。

采样颜色值和显示相机信息
Aperture 提供了内建测色计，可用于在图像中进行颜色值采样并将其显示为 RGB、Lab、CMYK、HSL 或 HSB 
值。将指针放在照片或缩略图上时，颜色值将显示在“调整”检查器或“检查器”HUD 的“调整”面板中。您还
可以使用放大镜实现更准确的像素选择，并查看放大镜放大区域内显示的颜色值。将指针移离照片时，颜色值

将替换为图像的基本 EXIF 元数据值，如 ISO 设置、光圈系数、快门速度和焦距。

显示相机和颜色信息

 m 在“调整”检查器或“检查器”HUD 的“调整”面板中，从“调整操作”弹出式菜单  中选取“显示相机/颜色
信息”。

相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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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指针在图像中进行颜色值采样

 1 在“调整”检查器或“检查器”HUD 的“调整”面板中，从“调整操作”弹出式菜单  中选取“显示相机/颜色
信息”。

 2 将指针放在您想要进行颜色值采样的图像区域上，并查看“调整”检查器或“检查器”HUD 的“调整”面板顶部
的值。

测色计

使用放大镜在图像中进行颜色值采样

 1 点按工具栏中的“放大镜”按钮，或按下重音符键 (`)。

 2 选取“显示”>“放大镜选项”>“在放大镜中显示颜色值”，或按下 Option-Shift-波浪号键 (~)。

 3 将放大镜的目标区域放在您想要进行颜色值采样的图像区域上。 

颜色值将显示在放大镜的放大区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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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取测色计的颜色值选项

 m 在“调整”检查器或“检查器”HUD 的“调整”面板中，从“调整操作”弹出式菜单  中选取一个颜色值 
选项。

在此处选取颜色值

选项。

选取测色计的颜色值样本大小

您可以设定 Aperture 使用的样本大小（像素区域）以确定颜色值。

 m 在“调整”检查器或“检查器”HUD 的“调整”面板中，从“调整操作”弹出式菜单  中选取一个合适的颜色
值样本大小。

在此处选取颜色值样本

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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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修饰键识别颜色截断
执行调整时，务必知道您是否截断一个或多个颜色通道，因此失去重要图像细节。在 Aperture 中，使用曝光和
色阶调整中的控制时，可以使用修饰键获得有关通道截断的即时反馈。按下 Command 键并拖移滑块以指明
截断的是任意颜色通道、全部颜色通道还是颜色通道组合时，颜色叠层将显示在图像上。

颜色通道截断叠层的颜色表示截断的颜色通道或颜色通道组合。此外，Aperture 还提供了选择颜色或单色叠
层以表示截断的选项。

识别颜色通道截断

 m 按下 Command 键并拖移以下滑块：

 • 曝光滑块（曝光控制）：显示高光截断。

 • 恢复滑块（曝光控制）：显示高光截断。

 • 黑点滑块（曝光控制）：显示阴影截断。

 • 黑色阶滑块（曝光控制）：显示阴影截断。

 • 白色阶滑块（曝光控制）：显示高光截断。

如果因调整上述参数之一而截断一个或多个颜色通道，颜色叠层将显示在发生截断的图像区域上。叠层颜色表

示截断的颜色通道。释放 Command 键，颜色叠层将消失。 

【注】不管是否打开“高亮显示冷热区域”，都将显示颜色通道截断叠层。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154 页显示
照片中的冷热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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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颜色通道截断叠层设定到颜色

 1 选取“Aperture”>“偏好设置”，然后点按“高级”。

 2 从“截断叠层”弹出式菜单中选取“颜色”。

以下表格列出了调整参数设置截断的颜色叠层和相应的颜色通道。

调整 颜色截断信息

曝光参数（曝光调整）

恢复参数（曝光调整）

白色阶参数（色阶调整）

 • 红色：表示红色颜色通道中的高光截断。

 • 绿色：表示红色颜色通道中的高光截断。

 • 蓝色：表示蓝色颜色通道中的高光截断。

 • 黄色：表示红色和绿色颜色通道中的高光截断。

 • 粉红色：表示红色和蓝色颜色通道中的高光截断。

 • 青色：表示蓝色和绿色颜色通道中的高光截断。

 • 白色：表示所有三个颜色通道中的高光截断。

 • 黑色：表示任意颜色通道中的高光截断。

黑点参数（曝光调整）

黑色阶参数（色阶调整）

 • 红色：表示红色颜色通道中的阴影截断。

 • 绿色：表示绿色颜色通道中的阴影截断。

 • 蓝色：表示蓝色颜色通道中的阴影截断。

 • 黄色：表示红色和绿色颜色通道中的阴影截断。

 • 粉红色：表示红色和蓝色颜色通道中的阴影截断。

 • 青色：表示蓝色和绿色颜色通道中的阴影截断。

 • 白色：表示任意颜色通道均无阴影截断。

 • 黑色：表示所有三个颜色通道中的阴影截断。

将颜色通道截断叠层设定到单色

 1 选取“Aperture”>“偏好设置”，然后点按“高级”。

 2 从“截断叠层”弹出式菜单中选取“单色”。

以下表格列出了调整参数设置截断的单色叠层和相应的颜色通道。

调整 颜色截断信息

曝光参数（曝光调整）

恢复参数（曝光调整）

白色阶参数（色阶调整）

 • 白色：表示所有颜色通道中的高光截断。

 • 66% 灰色：表示两个颜色通道中的高光截断。
 • 33% 灰色：表示一个颜色通道中的高光截断。
 • 黑色：表示任意颜色通道中的高光截断。

黑点参数（曝光调整）

黑色阶参数（色阶调整）

 • 白色：表示任意颜色通道均无阴影截断。

 • 66% 灰色：表示一个颜色通道中的阴影截断。
 • 33% 灰色：表示两个颜色通道中的阴影截断。
 • 黑色：表示所有三个颜色通道中的阴影截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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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如何阅读直方图

直方图概述
直方图是显示图像中相对亮度的图表，从纯黑到纯白。图表下方的区域表示图像中的所有像素。从左到右，直方

图描述图像中暗像素（阴影）、灰色像素（中间色调）和亮像素（高光）的范围。直方图图表的形状取决于场景色

调和曝光。

增
加
像
素
数
量

阴影 高光中间色调

增加亮度

直方图还可以用作评估图像中的阴影、中间色调和高光信息是否足够的工具。Aperture 在“调整”检查器和“
检查器”HUD 的“调整”面板中提供了三个直方图： 

 • 调整控制上方的直方图表示图像的当前状态。

 • 色阶调整控制中附带的“色阶”直方图提供了相对于显示的直方图调整图像中的亮度值的方法。您可使用色

阶控制以互相独立的方式调整阴影、暗四分之一色调、中间色调、亮四分之一色调和高光值，而不影响图像的

其他区域。

有关执行色阶调整的信息，请参阅第 268 页调整图像的色阶。

 • 曲线调整控制中附带的“曲线”直方图提供了相对于显示的直方图调整图像中的色调值的方法。您可使用曲

线控制以互相独立的方式调整完整范围的色调值，而不影响图像的其他区域。

有关执行曲线调整的信息，请参阅第 255 页调整图像的色调曲线。

关于评估曝光
直方图是评估曝光的绝佳工具。例如，直方图较暗侧的一系列峰值通常表示主要由暗像素组成的曝光不足 
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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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方图中间的一系列峰值通常表示平衡曝光，因为大多数像素集中在直方图的中间色调内。它们既不太暗，也

不太亮。

但是，直方图较亮侧的一系列峰值通常表示曝光过度的图像，因为图像中的大多数像素都太亮。

关于评估色调和对比度
尽管直方图图表是评估图像曝光的绝佳工具，但不能仅针对曝光信息解释直方图，因为直方图的形状还受场景

中色调的影响。评估直方图时，需要考虑图像的主体。例如，夜间拍摄的图像自然让大多数峰值位于直方图的较

暗侧。

同样，亮场景图像（如雪白色或海洋的光反射）的大多数峰值位于直方图的较亮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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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方图还可以描述图像中的对比度。例如，日落前吊床中男士的影子包含分类相对均匀的极亮和极暗的色调

值，而中间色调几乎没有。在这种情况下，直方图形状如同山谷，峰值同时位于暗侧和亮侧。

同样，直方图可以描述图像中缺乏对比度。例如，雾霭中的彩虹图像缺乏对比度。无定向照明时，图像中不会有

任何高光或阴影。在这种情况下，直方图的峰值集中在中间，而不是靠近暗侧或亮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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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印概述
您可以使用 Aperture 来打印单张照片、名片纸、网页、相册和看片台中选中的照片，也可以创建 PDF 文件并将
其发送给其他人以供查看。Aperture 也提供了各种打印选项，其中包括使用标准纸、胶卷纸或自定纸张大小，
以及指定特定 ColorSync 描述文件。

打印照片最简单的方式是使用“打印”对话框中的其中一种 Aperture 打印预置。打印预置是一组常用的打印
设置，您无需单独选择多个打印选项就可以打印照片。如果预配置的预置没有满足您的要求，您可以创建您自

己的预置。例如，如果您经常打印 8 x 10 英寸和 11 x 14 英寸的照片，您可以为这两种纸张大小分别创建打印
预置。您也可以创建与不同打印机的打印特征相匹配的打印预置。

预置列表

打印选项区域

预览区域

打印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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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您选择打印预置时，打印选项区域会更改为显示该预置的可用打印控制。例如，当选取“名片纸”预置时，打

印选项会显示设置名片纸的打印控制。 

选择“名片纸”预置以查看用
于打印名片纸的打印控制。

“更多选项”按钮表示
默认打印控制会被显

示出来。

如果有附加可用的打印控制，“更多选项”按钮会出现在打印选项区域的下方。

您可以创建新的打印预置、修改现有的打印预置和删除您不再使用的打印预置。更改打印预置时，请记住更改

现有的打印预置会修改它的原始设置；另一方面，创建新的预置将允许您保留现有预置中的设置。有关使用打

印预置的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321 页创建和修改打印预置。

打印照片前，您可以使用屏幕打样功能对照片进行软打样。用于屏幕打样的描述文件也将应用于该照片的打

印。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155 页针对屏幕打样设置检视器。

以下是可帮助您进行打印过程的一些建议：

 • 尽可能使用最高分辨率的图像：更可取的做法是使用从数码相机直接导入的照片。但是，尽管从相机或读卡

器直接导入的照片可能是低分辨率、低质量的图像。这就是用相机上可用的最高分辨率设置拍摄图像之所以

重要的原因。图像捕捉过程中应用的压缩设置，可能在您打印时显现出来。假设拍摄 RAW 文件（如果设置可
用），且以可能的最大位长度拍摄。

如果您导入了一个在其他应用程序中减少或压缩过的照片，Aperture 不能增加该文件的分辨率。如有可能，
找到原始原分辨率图像文件，使用“举出”和“印章”工具将您对低分辨率文件所作的调整应用到该文件，然

后打印该高分辨率图像文件。

 • 使用支持 16 位打印的打印机：如果您打印的照片是高分辨率 16 位文件，则使用支持 16 位打印的打印机会
产生更平滑的渐变。

 • 对您的 Aperture 系统进行颜色校准：对您的显示器和打印机进行校准非常重要，这样打印的照片和电脑屏
幕上看到的照片才会尽可能地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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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印单张照片
若要打印照片，请先在浏览器中选择要打印的照片。您可以打印：

 • 单张照片，每张纸上打印一张照片

 • 单张照片，在一张纸上打印照片多次

若要打印单张照片，请选取“标准”预置或“打印”对话框的“自定预置”区域中的一种预置。然后，可以选取您

要的 Aperture 打印选项，最后使用 OS X 打印对话框开始打印。  

打印单张照片，每张纸上打印一张照片

 1 在浏览器中，选择您要打印的照片。

 2 选取“文件”>“打印图像”（或按下 Command-P 键）。

 3 在“打印”对话框中，选择“标准”预置或“自定预置”区域中的一种预置。

 4 在默认的打印选项区域中，指定以下设置：

 • 从“打印机”弹出式菜单中选取一个打印机。

 • 如果需要，从“颜色描述文件”弹出式菜单中选取一种打印描述文件。

【注】默认设置是“打印机管理”，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合适的选择。如果您要输出到特定设备描述文件或您对

打印机进行了颜色校准，您应该从该弹出式菜单中选取一个合适的描述文件。

 • 从“纸张大小”弹出式菜单中的可用项目中选取一种纸张大小。

 • 在“方向”弹出式菜单中，选取您想要图像以横排模式打印还是以竖排模式打印。

 • 从“图像大小”弹出式菜单中选取打印的照片的大小，方法是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若要将页面上的图像适合其原始宽高比：选取“最大以适合”。如果您选取了无边框打印选项，Aperture 
会在页面上包含整张照片；照片两侧的边距的尺寸将不匹配。

 • 若要剪裁图像以填充整个页面：选取“最大以适合”，并选择“图像大小”弹出式菜单下方的“裁剪图像以填

充”复选框。如果您选取了无边框打印选项，则照片会覆盖整个页面，如果照片尺寸不匹配，可能会裁剪掉

它的多出部分。

 • 若要使用标准打印大小：从弹出式菜单中选取一种标准尺寸，如 5 x 7。

 •  若要使用自定打印大小：从弹出式菜单中选取“自定”，然后在出现在下方的“高度”栏和“宽度”栏中输入
尺寸。

 5 在您验证“打印”对话框中的设置正确之后，点按“打印”。

OS X“打印”对话框会出现。

若要打印所选照片的多个副本且每页打印一个副本，请点按显示按钮以显示其他打印控制。然后，在“打印份

数”栏输入想要的份数。例如，如果您要打印每张所选照片的两个副本，请输入 2。

 6 确认 OS X“打印”对话框中的设置是正确的。

【重要事项】确定纸张类型与 Aperture“打印”对话框中选定的颜色描述文件是匹配的。如果您选取了“打印
机管理”，请确定启用您打印机的颜色管理。有关启用您打印机上的颜色管理的更多信息，请参阅打印机附带的

文稿。

 7 点按“打印”。

每张高分辨率照片将打印在单张纸上。 

在单张纸上打印相同的照片多次

您可以在同一张纸上打印相同的照片多次。当图像很小时，该选项可帮助节省纸张。

 1 在浏览器中，选择您要打印的照片。

 2 选取“文件”>“打印图像”（或按下 Command-P 键）。

 3 在“打印”对话框中，选择“标准”预置或“自定预置”中的一种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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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在默认的打印选项区域中，指定以下设置：

 • 从“打印机”弹出式菜单中选取一个打印机。

 • 如果需要，从“颜色描述文件”弹出式菜单中选取一种打印描述文件。

【注】默认设置是“打印机管理”，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合适的选择。如果您要输出到特定设备描述文件或您对

打印机进行了颜色校准，您应该从该弹出式菜单中选取一个合适的描述文件。

 • 从“纸张大小”弹出式菜单中的可用项目中选取一种纸张大小。

 • 在“方向”弹出式菜单中，选取您想要照片以横排模式打印还是以竖排模式打印。

 • 从“图像大小”弹出式菜单中为打印的照片选取一种标准大小，如 2 x 3。挑选足够小的尺寸，以使在“纸张大
小”弹出式菜单中选取的纸张大小能够容纳多张照片。

“图像大小”弹出式菜单下方的“每页照片数”和“每页同一张照片”控制变为可用。

 • 在“每页照片数”栏中输入您想要照片在纸张上打印的次数，然后选择“每页同一张照片”复选框。

“预览”区域会更新以在页面上显示多张照片。

 • 若要每张照片填充分配给它们的可打印空间，请选择“裁剪图像以填充”复选框。

 5 如果要修改页面上照片的排列方式，请点按“打印”对话框底部的“更多选项”按钮，然后使用“布局”和“边
距”控制来调整图像间距和页面边距。

 6 在您验证“打印”对话框中的设置正确之后，点按“打印”。

OS X“打印”对话框会出现。

 7 确认 OS X“打印”对话框中的设置是正确的。

【重要事项】确定纸张类型与 Aperture“打印”对话框中选定的颜色描述文件是匹配的。如果您选取了“打印
机管理”，请确定启用您打印机的颜色管理。有关启用您打印机上的颜色管理的更多信息，请参阅打印机附带的

文稿。

 8 点按“打印”。

手动调整页面上单张照片的布局

您可以使用“布局”和“边距”控制来调整打印的布局和边距，可通过点按“打印”对话框中的“更多选项”获

取。您也可以在“打印”对话框的“预览”区域中手动调整边距和间距。当打印带有边框或照片尺寸小于纸张大

小的单张照片时，您可以调整该照片在页面上的布局，方法是在“预览”区域中拖移边距线。如果您在“打印”

对话框的“元数据和页面”部分中选择了“裁剪标记”，您还可以调整裁剪线来修改页面上照片的边距和间距。

【注】除非您将指针放在“打印”对话框的“预览”区域上，否则您看不到边距线。

 1 在浏览器中，选择您要打印的照片。

 2 选取“文件”>“打印图像”（或按下 Command-P 键）。

 3 在“打印”对话框中，选取打印单张照片的预置，以及比所选纸张大小要小的照片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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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在“预览”区域中，拖移边距线来调整页面上照片的布局。

叠层会显示纸张边缘和照片边

缘之间的距离。

拖移边界线以调

整照片在页面上

的布局。

当您拖移边距线时，纸张边缘到照片边缘的距离会显示在一个叠层中。

手动调整页面上多张照片的布局

您可以使用“布局”和“边距”控制来调整打印的布局和边距，可通过点按“打印”对话框中的“更多选项”获

取。您也可以在“打印”对话框的“预览”区域中手动调整边距和间距。当您在单张纸上打印多张照片时，您可

以调整照片周围的边距和照片之间的间距。如果您在“打印”对话框的“元数据和页面”部分中选择了“裁剪标

记”，您还可以调整裁剪线来修改页面上照片的边距和间距。

【注】除非您将指针放在“打印”对话框的“预览”区域上，否则您看不到边距线。

 1 在浏览器中，选择您要打印的照片。

 2 选取“文件”>“打印图像”（或按下 Command-P 键）。

 3 在“打印”对话框中，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选择一种打印预置，在同一张纸上打印同一张照片多次。

 • 为名片纸选择一种打印预置。

 4 在“预览”区域中，执行以下一项操作或都执行：

 • 拖移照片外部边缘和页面边缘之间的边距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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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拖移照片之间的线来调整它们之间的间距。

叠层显示照片之间

的距离。

拖移照片之间的

线来调整它们之

间的间距。

拖移一条垂直线会均等地调整页面上所有照片之间的垂直间距；类似地，拖移一条水平线会均等地调整页面

上所有照片之间的水平间距。

打印名片纸
您可以打印您的照片的名片纸，Aperture 会为您完成所有布局工作。您所要做的就是指定页数或栏
数，Aperture 将基于您的布局和边距设置调整照片的大小。

打印一张名片纸或一系列名片纸

 1 在浏览器中，选择您要打印的照片。

 2 选取“文件”>“打印图像”（或按下 Command-P 键）。

 3 在“打印”对话框中，选择“名片纸”预置或“自定预置”部分中的“检查表单”预置。

 4 在打印选项区域中，指定以下设置：

 • 从“打印机”弹出式菜单中选取一个打印机。

 • 如果需要，从“颜色描述文件”弹出式菜单中选取一种颜色描述文件。

【注】默认设置是“打印机管理”，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合适的选择。如果您要输出到特定设备描述文件或您对

打印机进行了颜色校准，您应该从该弹出式菜单中选取一个合适的描述文件。

 • 从“纸张大小”弹出式菜单中的可用项目中选取一种纸张大小。

 • 在“方向”弹出式菜单中，选取您想要名片纸以横排模式打印还是以竖排模式打印。

 • 选取要显示在名片纸上每张照片下方的元数据视图。

 • 指定行数和栏数以设定在页面上打印的照片的个数。

“预览”区域会更新以显示名片纸中每张照片的新的打印尺寸。您可以连按某张照片来调整它在图像框架中

的缩放。您可以使用“图像缩放”HUD 来放大和缩小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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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如果要修改页面上照片的排列方式，请点按“打印”对话框底部的“更多选项”按钮，然后使用“布局”和“边
距”控制来调整图像间距和添加边距。

【注】除非您将指针放在“打印”对话框的“预览”区域上，否则您看不到边距线。

 6 若要手动调整间距和边距，请在“预览”区域中拖移行线和列线。

 7 请确认“打印”对话框中的设置是正确的，然后点按“打印”。

OS X“打印”对话框会出现。

 8 确认 OS X“打印”对话框中的设置是正确的。

【重要事项】确定纸张类型与 Aperture“打印”对话框中选定的颜色描述文件是匹配的。如果您选取了“打印
机管理”，请确定启用您打印机的颜色管理。有关启用您打印机上的颜色管理的更多信息，请参阅打印机附带的

文稿。

 9 点按“打印”。

您的名片纸将打印。 

打印相册
您可以在将相册传递至专业打印机、订购在线打印副本或向他人分发副本前，打印相册来检查它的最终格式和

外观。您还可以创建相册的 PDF 文件，储存为电子副本，以在其他时间使用或发送给其他人。

有关创建相册和使用相册的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363 页创建相册概述。

打印相册

 1 在“资料库”检查器中选择一个相册相簿。

该相册会出现在“相册布局编辑器”中。

 2 选取“文件”>“打印相册”（或按下 Command-P 键）。

OS X“打印”对话框会出现。

 3 请验证 OS X“打印”对话框中的设置是正确的，然后点按“打印”。

您的相册将被打印。

创建相册的 PDF 文件
 1 在“资料库”检查器中，选择一个相册相簿。

 2 选取“文件”>“打印相册”（或按下 Command-P 键）。

 3 在“打印”对话框中，从“PDF”弹出式菜单中选取“存储为 PDF”。

“存储”对话框将出现。

 4 在“存储为”栏中输入 PDF 文件的名称，从弹出式菜单中选取存储文件的位置，然后点按“存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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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印看片台排列
您可以打印看片台中图像的排列。您还可以使用 OS X“打印”对话框来创建您的看片台排列的 PDF 文件。

打印看片台排列

 1 在“资料库”检查器中选择看片台相簿。

看片台出现在浏览器上方。

 2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若要打印选定的照片：在看片台中选择您要打印的照片。

 • 若要打印整个看片台排列：通过点按背景来取消选择看片台中的所有照片。

 3 选取“文件”>“打印看片台”（或按下 Command-P 键）。

OS X“打印”对话框会出现。

 4 请验证 OS X“打印”对话框中的设置是正确的，然后点按“打印”。

您的看片台排列将被打印。

创建看片台排列的 PDF 文件
 1 在“资料库”检查器中选择看片台相簿。

看片台出现在浏览器上方。

 2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若要打印选定的照片：在看片台中选择您要打印的照片。

 • 若要打印整个看片台排列：通过点按背景来取消选择看片台中的所有照片。

 3 选取“文件”>“打印看片台”（或按下 Command-P 键）。

OS X“打印”对话框会出现。

 4 从对话框左下角的“PDF”弹出式菜单中选取“存储为 PDF”。

“存储”对话框将出现。

 5 在“存储为”栏中输入 PDF 文件的名称，从弹出式菜单中选取存储文件的位置，然后点按“存储”。

创建和修改打印预置
有时，您可能要在“打印”对话框的“自定预置”区域中修改打印预置。执行此操作的方法共有两种： 

 • 复制现有预置，然后修改并存储复制。 

 • 修改现有预置，然后存储它。（请注意，修改现有预置前如果没有先复制它，存储修改将会覆盖原始预置。） 

【注】如果修改标准预置或名片纸预置时，当您关闭“打印”对话框，会恢复原始的默认设置。

复制并修改现有打印预置

您创建新打印预置，方法是复制现有的打印预置，然后对其进行修改。

 1 选择照片，然后选取“文件”>“打印图像”（或按下 Command-P 键）。

“打印”对话框将出现。

 2 在“打印”对话框中，选择“自定预置”区域中一种打印预置，然后从打印操作弹出式菜单  中选取“复制预
置”。

 3 为该预置输入一个新名称。

 4 适当地修改设置，然后从打印操作弹出式菜单中选取“存储预置”。

您现在可以选择该预置，无论何时您需要使用这些打印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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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现有打印预置

您创建的任何预置都可以更改，不论是暂时的还是永久的。如果您更改某个预置的设置而不存储它，该预置将

在处理打印作业之后复原到它的原始设置。如果您存储了修改的设置，该预置将保留更改的设置而覆盖先前的

设置。（为此，使用此方法修改默认预置是不可取的。）

 1 选择照片，然后选取“文件”>“打印图像”（或按下 Command-P 键）。

“打印”对话框将出现。

 2 在“打印”对话框的“自定预置”区域中，选择要创建和修改的打印预置，然后点按“更多选项”按钮。

 3 适当地修改设置。

 4 当您准备好存储预置时，从打印操作弹出式菜单  中选取“存储预置”。

该打印预置将与它的新设置一起存储。

删除打印预置

您可以删除您不再使用的打印预置。

 1 在“打印”对话框的“自定预置”区域中，选择您要删除的预置。

 2 从打印操作弹出式菜单  中选取“删除预置”。

 3 在出现的对话框中确认删除。

该预置将从“自定预置”列表中删除。

打样图像和管理颜色
打印机、纸张类型和颜色描述文件设置都会影响照片打印的方式。屏幕打样可让您在打印照片前检查照片的 
颜色。

若要使用屏幕打样，请选取与最终输出设备的特性最匹配的打样描述文件，然后打开屏幕打样。屏幕打样打开

时，照片会先使用所选描述文件进行转换，然后再发送到打印机。

选择打样描述文件

 m 选取“显示”>“打样描述文件”，然后从子菜单中选取想要的描述文件。

打开或关闭屏幕打样

 m 选取“显示”>“屏幕打样”（或按下 Option-Shift-P 键）。

屏幕打样打开时，“显示”菜单中该项目的旁边会显示一个勾号。

关闭打印机的颜色管理

为了获得最佳效果，当使用 Aperture 打印照片时您应该关闭打印机的颜色管理。默认情况下，大多数打印机
都设定为将照片转换到打印机的颜色空间。但是，Aperture 被设计为在内部执行此转换。每个打印机制造商创
建了他自己的“打印”对话框。这意味着用于关闭打印机的颜色管理的设置是变化的，它取决于您打印机的制造

商和型号。

【注】如果您有多个打印机连接到电脑，您应该创建打印预置并关闭每个打印机的颜色管理。

 m 请参阅您打印机附带的使用手册。

有关使用 Aperture 屏幕打样功能的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155 页针对屏幕打样设置检视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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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出照片概述
使用 Aperture，您可以以多种方式导出照片（原始照片的版本和副本）、项目、相簿、文件夹、音频片段和视频
片段。

导出照片版本时，可以采用 JPEG、TIFF、PNG 和 PSD 文件格式将其导出。您可以给文件重新命名、调整图像
大小和调整图像，以及包括 EXIF 信息、IPTC 信息和关键词等元数据。您还可以将 ColorSync 描述文件和水
印应用到要导出的版本。您可以将所选照片的单独元数据列表导出为文件。您还可以随原件导出储存在 XMP 
sidecar 文件且可用于其他应用程序的 IPTC 数据，如 Adobe Photoshop。

导出照片的一个简单方法是使用其中一个 Aperture 导出预置。预置或导出设置群组让您可以高效地将照片导
出为几种常见格式中的任意一种。如果 Aperture 包括的预置无法满足您的需要，您可以创建自己的预置、修
改现有的导出预置或删除您不再使用的预置。 

当您导出项目、文件夹和相簿（或全部三项的组合）时，Aperture 会将您选择的项目的原件和版本统一到“资
料库”检查器中，并将其导出为资料库，同时保持其组织结构。您接着可以将导出的资料库合并到其他电脑上的 
Aperture 资料库。

导出提示
在您开始导出照片和其他媒体之前，请细读以下的工作流程提示：

 • 将照片导出到其他应用程序、打印服务、客户端或网站之前，需要了解收件人可以使用的文件类型。您还应该

向收件人了解其他重要信息，包括文件大小限制、必需图像尺寸和命名约定。文件传输的成功关键在于预测

并避免会阻止收件人打开文件的任何事项。

 • 如果您定期将照片群组发送到商业图片库摄影出版社和打印机，可以针对每个目的位置创建导出预置。指定

您容易记住的预置名称，则下次需要将照片发送到任一目的位置时，只需选择相应的导出预置。

 • Aperture 让您可以同时执行多项导出操作。但是，为了防止意外行为，在操作完成前应该避免更改要导出的
照片，这点非常重要。

通过拖移导出
通过从浏览器拖到桌面或 Finder 中的任意位置，可以导出照片、音频和视频版本。您可以对“资料库”检查器
中的项目、相簿和文件夹执行相同的操作。（通过拖移，不能导出 Flickr 相簿和 Facebook 相簿。）

当您通过拖移导出照片时，您将同时导出其优化的 JPEG 预览图像（按照 Aperture 偏好设置的“预览”设置
中指定的质量与大小）。如果您想按照任何其他格式或质量导出项目，您必须使用第 324 页使用“导出”命令导
出中描述的“导出”命令。有关 JPEG 预览的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443 页预览图像概述。

【注】无 JPEG 预览的照片版本不能通过拖移导出。如果版本没有预览，则该版本将停用拖移（但 Aperture 内
除外）。如果拖移多张照片，但仅部分照片具有预览，则将仅拖出带预览的版本。 

通过拖移导出浏览器中的版本

 1 在浏览器中，选择要导出的照片、音频和视频版本。

 2 将版本拖到桌面或 Finder 中的任意位置。

导出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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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拖移导出“资料库”检查器中的项目

 1 在“资料库”检查器中，通过按住 Shift 键点按相邻项和按住 Command 键点按非相邻项，选择要导出的 
项目。

 2 将项目拖到桌面或 Finder 中的任意位置。

导出项将统一到单个 Aperture 资料库中。资料库将根据显示在“资料库”检查器的最高点（从上到下）的项目
命名。如果选择要导出的相簿，则将导出相簿及其所属项目，但仅导出相簿内的版本。项目中的任何其他照片均

不会导出。

如果要给导出的资料库重新命名，请点按文件，然后点按其名称并输入新名称。 

【警告】在极少数的情况下，如果在 Aperture“偏好设置”窗口的“导入”面板中选择了“相机预览”选项，
导出的照片之间可能会存在色彩偏差。造成这种色彩偏差的原因是因为，某些 RAW 照片具有完全渲染的
预览，而其他则仍在使用相机的 RAW 缩略图。若要防止这样的情况发生，请在检视器中查看所有想要导入
的照片，Aperture 会为每张照片生成完全渲染的预览。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443 页预览图像概述和
第 430 页导入偏好设置。

使用“导出”命令导出
除了使用拖移之外，当您需要对导出格式进行更多控制时，“文件”>“导出”命令能为您提供多种选项：

 • 导出版本：您可以导出应用了调整和其他更改的照片的版本。

 • 导出原件：您可以导出导入到 Aperture 的原始文件的副本。 

 • 导出音频和视频：您可以导出已导入的音频或视频片段。

 • 导出 Aperture 项目、相簿和文件夹：您可以选择资料库的部分（如特定项目、文件夹或相簿）并将它们导出
为新 Aperture 资料库。您可以接着在 Aperture 中打开单独的资料库，或将该资料库传输到其他安装了 
Aperture 的电脑。 

 • 使用第三方软件导出：您还可以使用第三方软件将导出进程自动化。 

 • 在单个文件中导出与照片相关的元数据：您可以选择照片并以制表符分隔的文本文件中导出指定给它们的 
IPTC 元数据。 

导出照片的版本

您可以导出在 Aperture 中创建的照片版本。例如，您可针对特定用途调整图像，然后将其导出用于其他应用程
序。您还可以在导出时给照片重新命名、导出时进行小调整、添加水印以及随照片导出元数据。您还可以快速将

照片导出到电子邮件应用程序，以将其发送给他人。 

导出照片版本时，可以指定导出文件的设置，如格式、大小和文件名称。

【注】您可以将 Aperture 设定为总是包含位置信息以及导出照片时指定给面孔的名称。有关在照片中包含地
点和面孔信息的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431 页导出偏好设置。  

 1 在浏览器中选择照片。

 2 选取“文件”>“导出”>“版本”（或按下 Shift-Command-E 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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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在显示的对话框中，浏览到要放置导出照片的位置。

选取所导出

文件的位置。

选取所导出文件的导出预置。

选取所导出文件的名称格式。

点按此按钮以导出文件。

 4 从“导出预置”弹出式菜单中选取导出预置。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328 页处理导出预置。

 5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从“子文件夹格式”弹出式菜单中选取“无”，以将版本储存为所选文件夹中的单独文件。 

 • 从“子文件夹格式”弹出式菜单中选取文件夹名称预置，以让 Aperture 使用特定文件夹名称创建子文件夹
层级，以存放文件。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337 页将照片导出到命名的或编号的文件夹。

 • 从“子文件夹格式”弹出式菜单中选取“自定名称”或“带计数器的自定名称”，然后在“自定子文件夹名称”

栏中输入自定文件夹名称。

 6 从“名称格式”弹出式菜单中选取文件的名称格式。

如果选取自定名称格式，请在“自定名称”栏中输入名称。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335 页导出时给照片重新命
名。

 7 如果要在导出过程完成时获得通知，请选择“完成时显示提醒”复选框。

 8 准备好导出文件时，点按“导出版本”。

所选照片将导出到指定位置。如果选择“完成时显示提醒”复选框，将显示一个对话框，其中显示导出的版本数

和文件路径。如果您想要 Aperture 将 Finder 打开到您导出版本的位置，请点按“在 Finder 中显示”按钮。否
则，点按“好”以关闭对话框。

【注】如果要检查导出操作的进度，请选取“窗口”>“显示活动”。您还可以使用此窗口暂停或取消导出操作。

导出原件副本

导出原件时，将创建从相机或其他来源导入的文件的重复项；任何调整、文件修改或任何其他更改都不会随文件

导出。

 1 在浏览器中选择照片。

 2 选取“文件”>“导出”>“原件”（或按下 Shift-Command-S）。

 3 在显示的对话框中，浏览到要放置导出文件的位置。

 4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从“子文件夹格式”弹出式菜单中选取“无”，以将原件储存为所选文件夹中的单独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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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从“子文件夹格式”弹出式菜单中选取文件夹名称预置，以让 Aperture 使用特定文件夹名称创建子文件夹
层级，以存放文件。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337 页将照片导出到命名的或编号的文件夹。

 • 从“子文件夹格式”弹出式菜单中选取“自定名称”或“带计数器的自定名称”，然后在“自定子文件夹名称”

栏中输入自定文件夹名称。

 5 从“名称格式”弹出式菜单中选取原件的名称格式。

有关选择和设置文件命名格式的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335 页导出时给照片重新命名。Aperture 在对话框中显
示所选名称格式的示例。

 6 若要随原件导出 IPTC 元数据，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若要将 IPTC 元数据写入原件：从“元数据”弹出式菜单中选取“包含 IPTC”。

 • 若要创建包含照片 IPTC 元数据的 XMP sidecar 文件：从“元数据”弹出式菜单中选取“创建 IPTC4XMP 
Sidecar 文件”。

 7 如果要在导出的原始文件中包含音频附件，请选择“包含音频附件”复选框。

 8 如果要在导出过程完成时获得通知，请选择“完成时显示提醒”复选框。

 9 准备好导出文件时，点按“导出原件”。

所选照片的原件副本将导出到指定的位置。如果选择“完成时显示提醒”复选框，将显示一个对话框，其中显示

导出的原件数和文件路径。如果您想要 Aperture 将 Finder 打开到您导出原件的位置，请点按“在 Finder 中
显示”按钮。否则，点按“好”以关闭对话框。

导出音频和视频片段的版本

您可以导出放入 Aperture 的音频和视频片段的已编辑版本。如果修剪了音频或视频片段的长度，则新的编辑
后长度将随在 Aperture 中应用的任何元数据导出。

 1 在浏览器中选取音频或视频片段。

 2 选取“文件”>“导出”>“版本”（或按下 Shift-Command-E 键）。

 3 在显示的对话框中，浏览到要放置导出的音频或视频文件的位置。

选取所导出文件

的位置。

选取所导出文件的名称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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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从“子文件夹格式”弹出式菜单中选取“无”，以将片段储存为所选文件夹中的单独文件。 

 • 从“子文件夹格式”弹出式菜单中选取文件夹名称预置，以让 Aperture 使用特定文件夹名称创建子文件夹
层级，以存放文件。有关创建文件夹来存放导出的音频和视频文件的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337 页将照片导出
到命名的或编号的文件夹。

 • 从“子文件夹格式”弹出式菜单中选取“自定名称”或“带计数器的自定名称”，然后在“自定子文件夹名称”

栏中输入自定文件夹名称。

 5 从“名称格式”弹出式菜单中选取文件的名称格式。

如果选取自定名称格式，请在“自定名称”栏中输入自定名称。有关导出时给音频和视频文件重新命名的更多信

息，请参阅第 335 页导出时给照片重新命名。

 6 如果要在导出过程完成时获得通知，请选择“完成时显示提醒”复选框。

 7 准备好导出文件时，点按“导出版本”。

选定的音频或视频片段将导出到指定的位置。片段文件格式将不可更改或压缩。如果选择“完成时显示提醒”

复选框，将显示一个对话框，其中显示导出的版本数和文件路径。如果您想要 Aperture 将 Finder 打开到您导
出片段的位置，请点按“在 Finder 中显示”按钮。否则，点按“好”以关闭对话框。

【注】如果要检查导出操作的进度，请选取“窗口”>“显示活动”。您还可以使用此窗口暂停或取消导出操作。

在新资料库中导出项目、文件夹和相簿

您可以选择和导出“资料库”检查器中的项目、文件夹和相簿的任意组合。Aperture 会将所选项统一到 
Aperture 资料库并将其放在您选取的位置。将所选项导出为 Aperture 资料库后，可以打开新资料库并在其
中进行处理，也可以将该资料库合并到其他 Aperture 系统的资料库中。

有关打开 Aperture 资料库的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55 页查看其他资料库。有关合并 Aperture 资料库的更多
信息，请参阅第 56 页合并资料库。

 1 在“资料库”检查器中，选择要导出的项目，然后选取“文件”>“导出”>“项（作为新资料库）”。 

【注】命令的名称将根据您的选择发生更改。

 2 为导出的资料库输入名称并选取位置。

 3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如果项目包含引用图像且您想要将原始文件提供给新 Aperture 系统：选择“将原件拷贝到导出的资料库”
复选框，以将原始图像文件拷贝到新资料库文件。

 • 如果要将预览拷贝到新资料库，以便无需在新 Aperture 系统上重建它们：选择“将预览拷贝到导出的资料
库”复选框。

 • 如果您想要 Aperture 在完成新资料库重建后提醒您：选择“完成时显示提醒”复选框。

 4 点按“导出资料库”。

Aperture 会将所选项统一到资料库，然后将资料库文件导出到选取的位置。

使用第三方插件导出照片

某些应用程序、社交网站和摄影服务提供的插件让 Aperture 可以使用此类应用程序或服务要求的格式和设
置自动导出文件。例如，商业图片库摄影服务或打印实验室可能会要求以特定大小、特定文件格式或使用特定元

数据类型传输照片。此类服务可以创建自己的插件，以自动将 Aperture 设定为使用服务需要的精确特征导出
文件。

若要使用导出插件，必须先从服务或应用程序供应商获得插件软件，并进行安装。通过连接到互联网并选

取“Aperture”>“Aperture 插件”，可以找到可用插件列表。已安装的 Aperture 的第三方插件储存在电脑上
的以下位置：/资源库/Application Support/Aperture/Plug-ins/Ex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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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选择要传输的照片。

 2 选取“文件”>“导出”，然后选取要使用的插件。

在文本文件中导出照片元数据

您可以选择照片并以制表符分隔的文本文件中导出指定给它们的 IPTC 元数据。该文本文件还列出了在 
Aperture 中指定给照片的版本名称、评价、关键词和颜色标签。

有关 IPTC 元数据的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194 页关于 IPTC 元数据。

 1 选择要导出元数据的照片。

 2 选取“文件”>“导出”>“元数据”。

 3 在“存储为”栏中输入文本文件的名称，选择要储存文件的位置，然后点按“导出元数据”。

Aperture 会将元数据信息导出为标准 Unicode 文本文件，因此您可以使用任何可使用文本文件的应用程序
打开和使用。

选取导出设置

处理导出预置
导出预置是存储的导出设置群组，有助于快速轻松地导出照片。Aperture 附带了众多导出预置，且您也可以创
建自己的预置。在导出过程中，您设置或选取的导出预置可以同时修改所有导出的照片。例如，您可以设置导出

预置使其将水印分配给图像，或为图像设定特定的分辨率。Aperture 为您提供常用的预置，您可以修改这些
预置或创建新预置来满足您的要求。

查看导出预置的设置

使用导出预置之前，不管是 Aperture 附带的预置还是您创建的预置，您都可以查看其设置，以确保它们恰好
是您想要的。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m 选取“Aperture”>“预置”>“图像导出”。

 m 选择照片后，选取“文件”>“导出”>“版本”（或按下 Shift-Command-E），并在显示的对话框中，从“导出预
置”弹出式菜单中选取“编辑”。

“图像导出”对话框会出现，其中列出了可用预置和可配置的导出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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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新导出预置

如果预定义的导出预置均不满足需求，则可以创建自己的导出预置。创建新导出预置的简便方法是拷贝现有预

置，然后修改拷贝。 

 1 选取“Aperture”>“预置”>“图像导出”。

“图像导出”对话框会出现。

点按“添加”按钮以
添加新预置。

选择一种预置用作新

预置的基础。

 2 选择要作为新预置基础的导出预置，然后点按添加按钮 (+)。

新预置将高亮显示在“预置名称”列表中。

 3 输入新预置的名称，然后按下 Return 键。

 4 根据需要更改导出预置，然后点按“好”。

修改现有预置

您可以在需要时修改现有预置。下次使用该预置导出时，Aperture 将记住您修改的设置并相应导出照片。

 1 选取“Aperture”>“预置”>“图像导出”。

“图像导出”对话框会出现。

 2 选择要修改的预置并根据需要更改其设置，然后点按“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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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图像导出”对话框中删除导出预置

不再需要时，可以删除导出预置。

 1 选择预置，然后点按移除按钮 (-)。 

点按“移除”按钮以删除
所选预置。

 2 在显示的对话框中点按“删除”。

预置将从“预置名称”列表中消失。

 3 点按“好”。

预置将永久删除。

【注】如果点按“删除”按钮，然后点按“取消”，则下次打开“图像导出”对话框时，该预置将重新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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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出时设定图像分辨率
您可以采用多种方式在“图像导出”对话框中，设定您想要用于导出照片的图像分辨率：通过指定 dpi 设置，通
过指定原始值的百分比，或通过采用英寸、厘米或像素指定照片尺寸。先选择导出预置，然后指定该预置的分辨

率。

在导出预置中指定导出照片的 dpi 设置
 1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选取“Aperture”>“预置”>“图像导出”。

 • 选取“文件”>“导出”>“版本”（或按下 Shift-Command-E），然后从“导出预置”弹出式菜单中选取“编
辑”。

“图像导出”对话框会出现。

在此处输入所导出照片的 DPI 
设置。

 2 选择导出预置或创建新的导出预置，然后输入 dpi 设置。

有关创建导出预置的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328 页处理导出预置。

 3 根据需要指定附加设置，然后点按“好”。

需要以在“DPI”栏中指定的分辨率导出版本时，使用此导出预置。需要新 dpi 设置时，创建新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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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导出时将照片限制为特定大小的导出预置

 1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选取“Aperture”>“预置”>“图像导出”。

 • 选取“文件”>“导出”>“版本”（或按下 Shift-Command-E），然后从“导出预置”弹出式菜单中选取 
“编辑”。

“图像导出”对话框会出现。

在此处选取“调整为”选项
并输入相应的值。

 2 选择导出预置或创建新的导出预置。

有关创建导出预置的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328 页处理导出预置。

 3 从“调整为”弹出式菜单中选取项目，然后指定照片大小，方法是在显示在照片下方的栏中输入相应值。

 4 根据需要指定附加设置，然后点按“好”。

需要以特定大小导出照片时，使用此导出预置。需要新尺寸时，创建新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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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出时调整图像
通过选取 ColorSync 描述文件，设置灰度系数调整，以及应用黑点补偿，可以在导出时将最终调整应用到图
像。由于在导出时应用这些调整，因此不会更改 Aperture 资料库中的照片版本和原件。仅导出文件收到使用导
出预置应用的图像调整。

若要在导出时调整图像，请在“图像导出”对话框中创建新导出预置，然后根据需要修改“图像质量”、“灰度系

数调整”、“ColorSync 描述文件”和“黑点补偿”设置。

在导出照片时，使用这些选项

来调整照片。

导出时应用的灰度系数调整将优先于以前应用到照片版本的灰度系数调整。导出之前，验证未使以前应用到照

片的任何灰度系数调整翻倍。

导出时，选择包括您想要进行的调整的预置。

创建图像导出预置以在导出时调整图像

 1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选取“Aperture”>“预置”>“图像导出”。

 • 选取“文件”>“导出”>“版本”（或按下 Shift-Command-E），然后从“导出预置”弹出式菜单中选取“编
辑”。

“图像导出”对话框会出现。

 2 选择导出预置或创建新的导出预置。

有关创建导出预置的信息，请参阅第 328 页处理导出预置。

 3 指定调整选项：

 • 若要将灰度系数调整添加到导出的照片：向右拖移“灰度系数调整”滑块。

 • 若要更改应用到导出的照片的 ColorSync 描述文件：从“颜色描述文件”弹出式菜单中选取描述文件。

 • 若要将黑点补偿应用到导出的照片：选择“黑点补偿”复选框。

 4 根据需要指定附加设置，然后点按“好”。

您想要随照片导出指定调整时，使用此导出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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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出时添加水印
水印是应用到照片的可见图形叠层。摄影师通常使用水印表示照片受版权保护，并防止他人不恰当地使用其 
照片。

您可以导入图形文件并将其作为水印添加到照片。

使用以下原则可针对照片创建高质量水印：

 • 使用透明背景将水印存储为 PSD (Photoshop) 文件。

 • 创建水印的多个大小，以便可以选择与导出照片的输出大小最匹配的大小。

【注】如果水印文件大于您想要导出的照片，Aperture 会自动将水印缩小为适合照片。（Aperture 不会放
大水印。）

 • 创建水印后，将其存储为导出预置的一部分，以便可以根据需要经常重复使用它。

将水印图像添加到导出的照片

 1 选择要导出的照片。

 2 选取“文件”>“导出”>“版本”（或按下 Shift-Command-E 键）。

 3 在显示的对话框中，从“导出预置”弹出式菜单中选取“编辑”。 

 4 在“图像导出”对话框中，选择要用于导出照片的导出预置。 

 5 选择“显示水印”复选框。

 6 点按“选取图像”按钮。

 7 选择要用作水印的图像，然后点按“选取”。

 8 使用“位置”弹出式菜单中指定您想要将水印显示在照片上的位置。

 9 若要调整水印的不透明度，请将“不透明度”滑块拖到新位置。

 10 如果要按照片输出大小的比例缩放水印，请选择“缩放水印”复选框。

 11 对水印在水印预览区域中的显示效果感到满意时，点按“好”。

 12 浏览到要放置导出的照片的位置。

 13 从“名称格式”弹出式菜单中选取导出文件的名称格式。

 14 点按“导出版本”。

创建的水印将随文件导出。

将 IPTC 元数据和关键词应用到照片
许多出版物使用图像关键词的标准集。导出为 JPEG、TIFF 和 PSD 文件格式时，可以将这些关键词应用到照
片。

请记住，导出时应用元数据会将所有附加的元数据应用到照片。如果照片版本具有您不想导出的元数据，请创

建仅包括您想要导出的元数据的新照片版本。

【注】PNG 文件格式不支持包括元数据。

创建在导出的照片中包括元数据的图像导出预置

 1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选取“Aperture”>“预置”>“图像导出”。

 • 选取“文件”>“导出”>“版本”（或按下 Shift-Command-E），然后从“导出预置”弹出式菜单中选取 
“编辑”。

“图像导出”对话框会出现。

67% resize factor



 第 9 章：导出照片 335

 2 在“图像导出”对话框中，选择要用于导出照片的导出预置，或创建新的导出预置。

有关创建导出预置的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328 页处理导出预置。

 3 选择“包括元数据”复选框。

【注】在“图像格式”弹出式菜单中选取“PNG”时，此复选框将变暗。

 4 点按“好”。

选取此导出预置时，导出的照片将包括版本元数据。

导出时给照片重新命名
导出大型照片群组时，导出文件通常具有无顺序的名称。您可以在导出时给照片重新命名，从而指定更有意义

的名称。您可以通过从“导出”对话框中的“名称格式”弹出式菜单中选取文件名称格式来执行此操作。 

在此处选取名称格式；如果选

取“自定名称”格式，请在下面
的栏中输入名称。

例如，假定您想要将照片 LA 031、LA 441、LA 686 和 LA 894 从照片群组 LA 001 导出到 LA 1061。您可以
使用具有索引名称格式的“自定名称”给照片重新命名为 LA 1、LA 2 等。

创建新名称格式

如果预置名称格式都不满足需求，则可以创建新名称格式。例如，可创建使用自定名称、索引编号和日期的名称

格式。 

 1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选取“Aperture”>“预置”>“文件命名”。

 • 选取“文件”>“导出”>“版本”（或按下 Shift-Command-E），然后从“名称格式”弹出式菜单中选取“编
辑”。

“文件命名”对话框会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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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在“预置名称”列表中，选择要作为新名称格式基础的现有名称格式，然后点按添加按钮 (+)。

在此列表中选择现有

名称格式。

点按“添加”按钮。

这将创建所选名称格式的副本。

 3 输入新预置的名称，然后按下 Return 键。

 4 通过将元素从“包括”区域拖到“格式”栏中，添加名称元素。 

您还可以直接在“格式”栏中键入字符。如果需要，在提供的栏中输入相关命名信息。 

在您更改名称元素

时，名称格式示例

会自动随之更新。

名称元素显示在此处。

可通过选择名称元素并

按下 Delete 键来移除
名称元素。

将名称元素拖到“格式”栏来
添加名称元素。

 5 对新名称格式感到满意时，点按“好”。 

新名称格式将显示在“名称格式”弹出式菜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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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名称格式以移除空格

针对特定用途导出照片时，如用于网站，可能需要使用无空格的文件名称，以便文件名称与目标应用程序或网站

兼容。Aperture 会将空格添加到文件名称，具体取决于使用的名称格式。您可以轻松修改名称格式，以从文件
名称中移除空格。

 1 选取“Aperture”>“预置”>“文件命名”。

 2 在“文件命名”对话框中，选择要修改的预置名称格式。

选择要修改的名称

格式。

选择名称元素之间的空格

并将其删除。 

 3 在“格式”栏中，选择并删除名称元素之间的空格或字符。

如果需要，您还可以在名称元素之间添加空格或字符。

 4 点按“好”。

将照片导出到命名的或编号的文件夹
导出版本和原件时，可以让 Aperture 将文件逐个放在所选文件夹中，也可以创建子文件夹来存放文件。您可以
通过从“导出”对话框中的“子文件夹格式”弹出式菜单中选取文件夹名称格式来执行此操作。 

创建文件夹名称预置

您可以创建可以快速选取的自定文件夹名称格式，以选择您想要的文件夹结构。例如，您可将导出文件放在按

日期识别的子文件夹中。 

您可以指定名称元素的组合以创建自定文件夹名称。

您还可以在文件夹内创建文件夹层级。例如，您可以指定 Aperture 将照片放在名为“日期”的子文件夹中，然
后可以在该文件夹内创建按照片拍摄日期识别的子文件夹。 

 1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选取“Aperture”>“预置”>“文件夹命名”。

 • 在“导出”对话框中，从“子文件夹格式”弹出式菜单中选取“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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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夹命名”对话框会出现。

 2 点按添加按钮 (+) 以创建新的文件夹名称格式，或选择要更改的预置文件夹名称格式。

 3 按您想要的顺序将您想要的名称元素拖到“格式”栏中。

 4 在您想要创建子文件夹的元素之间拖移正斜杠。

 5 在“自定名称”栏中输入自定名称（如果需要）。

【注】除非“自定名称”是“格式”栏中的元素之一，否则“自定名称”栏将变暗。 

 6 点按“好”。

新文件夹名称格式现在将显示在“子文件夹格式”弹出式菜单中。

还原文件夹名称预置中的计数器起始编号

在文件夹名称格式中使用计数器时，可以指定显示在计数器中的起始编号和位数（从 1 到 6）。在文件夹名称格
式中使用计数器时，确定还原初始起始编号（如果需要）。否则，在下次导出时，Aperture 将继续从上次导出的
最后一个编号开始对包含导出照片的文件夹进行编号。

 m 在“文件夹命名”对话框中，在“增量计数开始于”栏中键入 0（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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幻灯片显示概述
借助 Aperture，可以轻松创建和显示照片的幻灯片显示。您可以使用两种主要方法在 Aperture 中创建幻灯
片显示： 

 • 快速创建幻灯片显示：您可以使用幻灯片显示预置从照片的所选部分快速创建幻灯片显示。幻灯片显示

预置是预先定义的幻灯片显示设置集合，用于确定幻灯片显示的整体外观以及照片在屏幕上的显示方

式。Aperture 提供众多幻灯片预置，您也可以创建自定的自定预置。在您与客户或朋友坐在一起并想要提
供电脑上照片的基本演示文稿，幻灯片显示预置很方便，但您无需存储幻灯片显示。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第 339 页幻灯片显示预置概述。

 • 创建全功能的幻灯片显示：若要创建更详细的多媒体演示文稿或将幻灯片显示导出为影片供他人观看时，则

可以创建幻灯片显示相簿并使用幻灯片显示编辑器编辑幻灯片显示。Aperture 提供可应用到幻灯片显示以
让其具有专业外观的主题，且您还可以包括视频片段、创建分层声音轨道和自定元素，如标题、边框、转场和

效果。您可以在电脑上播放幻灯片显示，也可以将幻灯片显示导出为影片，以通过电子邮件或 Web 与他人共
享。您还可以将幻灯片显示直接发送到 iTunes，以与 iPhone、iPod、iPod touch、iPad 或 Apple TV 同
步。有关信息，请参阅第 343 页功能全面的幻灯片显示概述。

【重要事项】Aperture 幻灯片显示不能在 iPhoto 中编辑。若要修改 Aperture 幻灯片显示，您必须在 
Aperture 中打开 Aperture 资料库，然后编辑幻灯片显示。

使用预置快速创建幻灯片显示

幻灯片显示预置概述
幻灯片显示预置是用于播放幻灯片显示的预先定义的设置集合。例如，您可以选取幻灯片显示预置更改主题，

或将转场或时序应用到屏幕演示文稿。您可以在“播放幻灯片显示”对话框中选取预置。当您选取预置时，预置

的预览会在对话框中播放。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340 页使用预置播放幻灯片显示。

您还可以创建自己的自定预置。例如，若要准备演示文稿，可以创建两个新演示文稿预置：一个用于演示文稿，

另一个用于问答阶段。演示文稿幻灯片显示可手动控制，让您可以按照自己的速度移动浏览照片。要在演示文稿

的问答阶段使用的第二个幻灯片显示预置可以使用设定为将每张照片显示为 15 秒的滑板主题显示相同照片，
其中应用了音乐和循环。

创建幻灯片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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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在“幻灯片显示”对话框中创建或修改幻灯片显示预置。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341 页创建和修改幻
灯片预置。

“幻灯片显示”对话框
可让您创建或修改

幻灯片显示预置。

使用预置播放幻灯片显示
您可以通过选择想要的照片，然后选取幻灯片显示预置（用来确定幻灯片显示的样式的预定义设置组）来轻松

设置幻灯片显示。一旦在电脑上开始播放幻灯片显示，您可以使用键盘快捷键来控制幻灯片显示。

【重要事项】若要以最佳质量显示幻灯片显示，应该将 Aperture 设定为创建高分辨率预览。除了将预览设定
为最高分辨率之外，还应该使用完整大小预览，以防止使用大型显示器向上扩容。如果预览不可用，幻灯片显示

中的照片可能不会那么锐化。有关创建高分辨率预览的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443 页预览图像概述。

创建和播放幻灯片显示

创建幻灯片显示前，按您想要在幻灯片显示中显示的顺序排列浏览器中的缩略图图像。 

 1 通过执行以下一项操作，选择一组照片：

 • 在“资料库”检查器中选择项目。

 • 在浏览器中选择单张照片或照片堆栈。

 2 选取“文件”>“播放幻灯片显示”（或按下 Shift-S）。

这将显示“播放幻灯片显示”对话框。

 3 从“幻灯片显示预置”弹出式菜单中选取预置。

【注】安装 iPhoto ’11 后，附加幻灯片显示预置将显示在“幻灯片显示预置”弹出式菜单中，供在 Aperture 
中使用。

67% resize factor



 第 10 章：创建幻灯片显示 341

从“幻灯片显示预置”弹出式菜单中选取预置时，预置的预览将在弹出式菜单下方播放。

 4 点按“开始”。

如果未选择照片或选择了单张照片，幻灯片显示将显示当前相簿或项目中的所有照片。

【重要事项】您可以存储幻灯片显示并创建幻灯片显示相簿并将照片添加到其中来共享它们。有关更多信息，

请参阅第 344 页创建幻灯片显示并选取主题。

控制幻灯片显示的显示

 m 若要播放或暂停幻灯片显示：按下空格键。

 m 若要前移或后移幻灯片显示：按下右箭头键或左箭头键。

 m 若要停止幻灯片显示：按下 Esc 键 (Escape)。

幻灯片显示停止播放，且 Aperture 工作空间重新显示。

创建和修改幻灯片预置
通过复制现有预置，然后修改复制，可创建新幻灯片显示预置。您也可以从 iTunes 音乐库让幻灯片显示附带的
不受 DRM 保护的音乐。

创建新幻灯片显示预置

 1 选取“Aperture”>“预置”>“幻灯片显示”。

 2 在“幻灯片显示”对话框中，选择要作为新预置模型的预置，然后点按左下角的添加按钮 (+)。

在列表中选择预置。

点按此按钮以

添加新预置。

幻灯片显示预置的副本将高亮显示在“预置名称”列表中。

 3 输入拷贝的幻灯片显示预置的新名称，并按下 Return 键。

 4 指定您想要的幻灯片显示设置后，点按“好”。

修改现有预置

 1 选取“Aperture”>“预置”>“幻灯片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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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将显示“幻灯片显示”对话框。

 2 在“预置名称”列表中选择您想要修改的预置。

 3 根据需要修改幻灯片限制预置的设置。 

 • “主题”弹出式菜单：为幻灯片显示预置选取主题。

 • “显示幻灯片标题”复选框：选择此复选框可在幻灯片显示的开头显示幻灯片标题。Aperture 将自动使用
在“资料库”检查器中选择的项目的名称生成标题。

 • “时序”弹出式菜单：选取幻灯片显示时间长度的确定方式。存在三个选项：让幻灯片显示适合音乐时间长

度，将每张照片显示固定时间，或手动前进照片。

 • “幻灯片时间长度”值滑块：设定每张照片显示的最小时间量。

 • 背景颜色池：通过点按背景颜色池，然后从“颜色”窗口中选择新背景颜色，更改幻灯片显示的背景颜色；或

者，点按显示按钮（颜色池右侧），然后从弹出式颜色调板中选择新背景颜色。

 • “插图”值滑块：调整屏幕边缘和照片之间的空间。

 • “转场”弹出式菜单：选取幻灯片之间的转场类型。

 • “转场时间长度”值滑块：调整所应用的转场的长度。时间长度设置统一应用到每个转场。

 • “随机排列幻灯片的顺序”复选框：选择此复选框可让 Aperture 随机排列幻灯片显示中的照片显示顺序。

 • “重复播放幻灯片显示”复选框：选择此复选框可循环（或连续播放）幻灯片显示。如果选择此选项，必须通

过按下 Esc 键来手动停止幻灯片显示。

 4 修改幻灯片显示预置的设置后，点按“好”。

若要复原到预置的原始设置，请点按“还原预置”按钮。

修改预置以添加音乐

 1 选择一组要显示在幻灯片显示中的照片。

 2 选取“文件”>“播放幻灯片显示”（或按下 Shift-S）。

 3 在“播放幻灯片显示”对话框中，从“幻灯片显示预置”弹出式菜单中选取“编辑”。

 4 在“幻灯片显示”对话框中，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选择要修改的幻灯片显示预置。

 • 创建新幻灯片显示预置。

有关创建和修改预置的更多信息，请参阅上面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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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在“幻灯片显示”对话框中，选择“播放幻灯片显示时播放音乐”复选框。

如果要在幻灯片显示期间

播放音乐或音频片段，

请选择此复选框。

点按“播放”按钮
以试听选择。

选择歌曲或

音频片段。

 6 导航到音频浏览器中的歌曲或音轨。 

通过在搜索栏中输入信息，可以搜索特定歌曲、表演者或歌曲时间。 

 7 如果您想要试听所选歌曲，请点按“播放”按钮。 

 8 如果您对所选音乐满意，请点按“好”。

这将显示“播放幻灯片显示”对话框。

 9 若要开始播放幻灯片显示演示文稿，请点按“开始”。

删除预置

 1 选取“Aperture”>“预置”>“幻灯片显示”。

 2 在“预置名称”列表中选择您想要删除的预置。

 3 点按左下角的移除按钮 (-)。

创建全功能的幻灯片显示

功能全面的幻灯片显示概述
创建、编辑和共享包含照片的幻灯片显示是个简单的过程。以下是多媒体幻灯片显示创建和共享过程中的部分

典型步骤。

阶段 1：选择照片、音频片段和视频片段
收集在浏览器中初始选择的照片和视频片段。找到您想要用于幻灯片显示演示文稿的任何音频片段。

阶段 2：创建幻灯片显示相簿
根据在浏览器中选择的照片和视频片段在“资料库”检查器中创建幻灯片显示相簿，然后选取幻灯片显示的主

题。根据需要将附加照片和视频片段拖移到幻灯片显示相簿。

【注】经典和 Ken Burns 幻灯片显示主题的自定程度最高。使用创建新幻灯片显示相簿时显示的对话框可 
预览 Aperture 附带的幻灯片显示主题。如果您想要大幅修改幻灯片显示主题，请选取“经典”或“Ken 
Burns”。

阶段 3：排列幻灯片显示演示文稿
按从左到右的顺序排列位于幻灯片显示编辑器下方的浏览器中的照片和视频片段，以讲述您想要讲解的故事。

每张照片和每个视频片段都作为单张幻灯片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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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 4：在幻灯片显示编辑器中预览幻灯片显示
在幻灯片显示编辑器中预览幻灯片显示可验证照片和视频片段是否按当前顺序播放。

阶段 5：选择音乐
选取将在幻灯片显示期间播放的音乐或音频片段。您可以将循环歌曲应用到主音轨，然后将 VoiceOver 音频
片段和其他音频片段添加到备选音轨。

阶段 6：调整转场
将转场调整为强调幻灯片显示中最重要的照片，或特殊处理具有类似主题的照片。确定照片顺序和转场时间长

度符合您为幻灯片显示选择的音乐或音频片段的韵律和节奏。

阶段 7：添加幻灯片显示标题和幻灯片文本
使用确定标题控制将标题添加到幻灯片显示。在影片的开头处插入空白幻灯片以显示标题。您还可以将空白幻

灯片用作章节分隔条。根据需要将文本添加到各张幻灯片。 

阶段 8：再次预览幻灯片显示
再次以全屏幕视图预览幻灯片显示，以确定照片和视频片段按正确顺序播放。确保音乐或音频片段符合幻灯片

显示的主题及照片和视频片段的韵律，效果和转场符合您的爱好，以及标题文本正确。

阶段 9：导出幻灯片显示
以最适合您想要共享到的平台的格式将幻灯片显示导出为影片。您可以选取已针对 iPhone、iPod、 
iPod touch、iPad、YouTube、Apple TV、720p HD 或 1080p HD 优化的格式。您还可以采用各种帧速率和
帧大小创建自定影片。

阶段 10：共享幻灯片显示
导出幻灯片显示影片后，告诉客户和朋友。如果将幻灯片显示发布到网站或 YouTube 上，发送电子邮件通知。

创建幻灯片显示并选取主题
若要使用幻灯片显示编辑器创建全功能的幻灯片显示，必须先创建存放幻灯片显示照片的相簿。执行此操作的

最简便方法是选择您想要显示在幻灯片显示中的照片，然后创建相簿。您也可以创建空幻灯片显示相簿，然后

添加想要的照片。

当您首次创建幻灯片显示相簿时，Aperture 会让您选取主题。Aperture 提供了一组专业设计的主题，可使用
背景图像、图形元素和动画显示您的照片。开始前先仔细查看幻灯片显示的主题是个不错的主意。某些主题可

能比其他主题更适合照片的题材。

如果您已创建幻灯片显示，然后发现其他主题能更好地工作，则可以轻松更改主题。您也可以更改幻灯片显示

的设置，如每张幻灯片的在屏幕上的时间长度以及幻灯片之间的转场类型。幻灯片显示的可用设置因选取的主

题而不同。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347 页更改幻灯片显示设置。

【注】安装 iPhoto '11 后，附加幻灯片显示预置将显示在“幻灯片显示主题”对话框中，供在 Aperture  
中使用。Aperture 幻灯片显示主题将自动缩放，以适合全景照片。

根据所选照片创建幻灯片显示相簿

当您从所选照片中创建幻灯片显示时，Aperture 将在浏览器中的选择顺序放置照片，但您可以随时重新排列
顺序。

 1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在浏览器中，选择您想要放在幻灯片显示中的照片。

 • 在“资料库”检查器中选择项目。

 2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选取“文件”>“新建”>“幻灯片显示”。

 • 按住 Control 键并点按“资料库”检查器中的某个项目，然后从快捷菜单中选取“新建”>“幻灯片显示”。

 • 从工具栏的“新建”弹出式菜单中选取“幻灯片显示”。

67% resize factor



 第 10 章：创建幻灯片显示 345

 3 在显示的对话框中，指定幻灯片显示的名称，选择主题，然后确定选择“将所选项添加到新的幻灯片显示” 
复选框。

确保此复选框

已被选定。

在此栏中输入幻灯片

显示的名称。

通过在左列中选择主题，可以预览幻灯片显示主题。

 4 点按“选取主题”。

包含所选照片的新幻灯片显示相簿将显示在“资料库”检查器中，且幻灯片显示编辑器显示在浏览器上方。如

果您想要给幻灯片显示相簿重新命名，请在“资料库”检查器中连按幻灯片显示相簿的名称，然后输入新名称。

新的幻灯片显示相簿会显示在

“资料库”检查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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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新的空幻灯片显示相簿

 1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选取“文件”>“新建”>“幻灯片显示”。

 • 按住 Control 键并点按“资料库”检查器中的某个项目，然后从快捷菜单中选取“新建”>“幻灯片显示”。

 • 从工具栏的“新建”弹出式菜单中选取“幻灯片显示”。

 2 在显示的对话框中，指定幻灯片显示的名称，然后选择主题。

通过在左列中选择主题，可以预览幻灯片显示主题。

 3 确定未选择“将所选项添加到新的幻灯片显示”复选框。

 4 点按“选取主题”。

新的空幻灯片显示相簿将显示在“资料库”检查器中，且幻灯片显示编辑器显示在浏览器上方。将您想要的照片

从浏览器拖移到“资料库”检查器的新幻灯片显示相簿中。

更改现有幻灯片显示的主题

 1 在幻灯片显示编辑器中，点按“主题”按钮。

点按“主题”按钮以更改幻灯
片显示的主题。

 2 在显示的对话框中，从列表中选择主题，然后点按“选取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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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改幻灯片显示设置
 您可以更改设置来决定您的幻灯片显示的外观和播放方式。例如，您可以设定幻灯片的宽高比、更改背景的颜
色、设定幻灯片出现的时间长度以及添加标题、转场和效果。 

您可以更改整个幻灯片显示的设置或更改单张幻灯片的设置。您可以在幻灯片显示编辑器的“默认设置”面板

中更改整个幻灯片显示的设置，并在“所选幻灯片”面板中更改单张幻灯片的设置。

点按此处以更改所有

幻灯片的设置。

点按此处以仅更改所选幻灯片

的设置。

【重要事项】幻灯片显示的可用设置取决您选取的主题。经典和 Ken Burns 主题的自定程度最高。有关更改幻
灯片显示主题的信息，请参阅第 344 页创建幻灯片显示并选取主题。

修改整个幻灯片显示的设置

 1 在“资料库”检查器中选择一个幻灯片显示相簿。

 2 点按幻灯片显示编辑器右下角中的“幻灯片显示设置”按钮 ，并点按“默认设置”按钮。

 3 在“默认设置”面板中，更改幻灯片显示的设置。

修改单张幻灯片

 1 在“资料库”检查器中选择一个幻灯片显示相簿。

 2 在浏览器中选择照片。

 3 点按幻灯片显示编辑器右下角中的“幻灯片显示设置”按钮 ，并点按“所选幻灯片”按钮。

 4 在“所选幻灯片”面板中，修改所选照片的设置。

设定幻灯片显示的宽高比并裁剪
确定幻灯片显示的宽高比是需要解决的第一项设置。Aperture 幻灯片显示可以按符合主显示器或备选显示器
的宽高比、标准 4:3 或 16:9 宽屏幕 TV 的尺寸或 iPhone 的 3:2 宽高比输出。

对于某些主题，您也可以选取照片如何在幻灯片显示宽高比范围内出现。例如，您可以让照片适合帧内而无需

裁剪，或者让照片适合帧，这可能需要裁剪。您也可以应用 Ken Burns 效果，这会在幻灯片显示内放大或缩小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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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定幻灯片显示的宽高比

 1 在“资料库”检查器中选择一个幻灯片显示相簿。

 2 点按幻灯片显示编辑器右下角中的“幻灯片显示设置”按钮 ，并点按“默认设置”按钮。

 3 从“宽高比”弹出式菜单中选取宽高比。

让幻灯片适合宽高比

【注】“裁剪”弹出式菜单并不适用于所有主题。

 1 在“资料库”检查器中选择一个幻灯片显示相簿。

 2 点按幻灯片显示编辑器右下角中的“幻灯片显示设置”按钮 ，并点按“默认设置”按钮。

 3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若要让幻灯片显示中的每张照片都适合选取的宽高比，而不裁剪照片：从“裁剪”弹出式菜单中选取“适合

帧”。

 • 若要让幻灯片显示中的每张照片都填充选取的宽高比的帧：从“裁剪”弹出式菜单中选取“填充帧”。

除非照片的宽高比符合在“宽高比”弹出式菜单中选取的宽高比，否则将沿每张照片的最长尺寸进行裁剪。

在图像内拖移以设定照片的可见部分。

 • 若要将 Ken Burns 效果应用到幻灯片显示中的照片：从“裁剪”弹出式菜单中选取“Ken Burns 效果”。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354 页将 Ken Burns 效果应用到幻灯片。

让单张照片填充屏幕

您可以使用“所选幻灯片”面板中的“裁剪”控制来使幻灯片显示中的照片适合屏幕。

【注】“裁剪”控制并不适用于所有主题。

 1 在“资料库”检查器中选择一个幻灯片显示相簿。

 2 在浏览器中选择照片。

 3 点按幻灯片显示编辑器右下角中的“幻灯片显示设置”按钮 ，并点按“所选幻灯片”按钮，然后选择“裁剪”

复选框。

从此弹出式菜单中选取您想要

裁剪照片的方式。

确保此复选框

已被选定。

 4 从“裁剪”弹出式菜单中选取“填充帧”。

 5 点按“裁剪”弹出式菜单右侧的“编辑”按钮。

裁剪叠层将显示在所选照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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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将裁剪叠层拖移到您想要显示在幻灯片显示中的照片部分上。

 7 点按“完成”。

将标题或文本添加到幻灯片显示
您可以将标题应用到幻灯片显示的开头处。通过插入空白幻灯片，还可以将标题显示在实色背景上。

【注】幻灯片显示编辑器的“所选幻灯片”面板中的标题控制和幻灯片显示操作弹出式菜单中的标题选项仅适

用于经典和 Ken Burns 幻灯片显示主题。如果安装了 iPhoto ’11，将显示新文本控制，从而让您可以将文本
添加到任何幻灯片显示主题。

您也可以添加文本以出现在幻灯片显示的每张幻灯片中，也可以将文本添加到单张幻灯片中。

将标题应用到幻灯片显示的开头处

 1 在“资料库”检查器中选择一个幻灯片显示相簿。

 2 点按幻灯片显示编辑器右下角中的“幻灯片显示设置”按钮 ，并点按“默认设置”按钮。

 3 在“默认设置”面板中，选择“显示标题”复选框。

幻灯片显示相簿的名称显示在幻灯片显示中第一张幻灯片上方的文本框中。

 4 如果需要，请连按标题并输入新标题文本。

 5 如果您要选取幻灯片显示标题的特定字体和字体大小，请点按“字体”按钮（带有 A）并从“字体”窗口中选择字
体和字体大小。

 6 如果您想更改幻灯片显示标题的字体颜色，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点按“显示标题”颜色池，然后从“颜色”窗口中选择颜色。

 • 您还可以点按颜色池右侧的显示按钮，然后从弹出式颜色调板中选择颜色。 

弹出式颜色调板的显示细节

按钮

“显示标题”颜色池

针对标题插入空白幻灯片

 1 在“资料库”检查器中选择一个幻灯片显示相簿。

 2 在浏览器中，将播放头移到幻灯片显示的开头处。

 3 从幻灯片显示操作弹出式菜单  中选取“插入带文本的空白幻灯片”。

空白幻灯片将显示幻灯片显示的开头处，其中带有标题。

 4 在幻灯片显示编辑器中，连按幻灯片中的文本然后输入幻灯片显示的标题。

将文本添加到所有幻灯片中

您可以显示有关幻灯片显示中每张照片的基本信息，如版本名称或说明。

默认情况下，幻灯片文本显示在照片左下角。但是，您可以选取您想要幻灯片文本在屏幕上显示的位置。幻灯片

文本会出现在每张幻灯片的相同位置。

 1 在“资料库”检查器中选择一个幻灯片显示相簿。

 2 点按幻灯片显示编辑器右下角中的“幻灯片显示设置”按钮 ，并点按“默认设置”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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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在“默认设置”面板中，从“文本”弹出式菜单中选取要每张照片都显示的信息类型。

“文本字体”
按钮

文本颜色池

“文本”弹出式菜单

弹出式颜色调板的显示细节

按钮

 4 若要更改幻灯片文本的字体和字体大小，请点按“文本字体”按钮并从“字体”窗口中选择字体和字体大小。

 5 若要更改幻灯片文本的颜色，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点按“文本”颜色池，然后从“颜色”窗口中选择颜色。

 • 您还可以点按颜色池右侧的显示按钮，然后从弹出式颜色调板中选择颜色。 

 6 若要更改幻灯片文本的位置，请将它拖到屏幕上的新位置。

黄色对齐参考线将显示，帮助将将文本水平和垂直居中，或将文本对齐在照片的上三分之一部位或下三分之一

部位。

会显示黄色线帮助您对齐

文本。

将文本添加到幻灯片显示中的单张照片

您可以使用文本控制将文本添加到幻灯片显示中的单张照片。单张幻灯片的文本将覆盖使用“默认设置”控制

应用到整个幻灯片显示的任何文本。可以编辑的文本将显示在幻灯片显示中的所选照片或照片群组上。您还可

以根据元数据自动添加文本，如版本名称或说明。

【注】“文本”控制并不适用于所有主题。 

 1 在“资料库”检查器中选择一个幻灯片显示相簿。

 2 在浏览器中，选择一张照片或一组照片。

 3 点按幻灯片显示编辑器右下角中的“幻灯片显示设置”按钮 ，并点按“所选幻灯片”按钮。

 4 在“所选幻灯片”面板中，选择“文本”复选框，然后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若要添加自定文本：从“文本”弹出式菜单中选取“自定”。

可以编辑的文本将显示在幻灯片显示中的所选照片上。在此处输入照片的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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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若要根据照片元数据添加文本：从“文本”弹出式菜单中选取一种元数据。

“文本”弹出式菜单

文本颜色池“文本字体”按钮

弹出式颜色调板的显示细节

按钮

 5 若要更改文本的颜色，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点按“文本”颜色池，然后从“颜色”窗口中选择颜色。

 • 您还可以点按颜色池右侧的显示按钮，然后从弹出式颜色调板中选择颜色。 

 6 若要更改幻灯片文本的字体和字体大小，请点按“文本字体”按钮并从“字体”窗口中选择字体和字体大小。

 7 若要选取文本在屏幕上的显示位置，请将文本拖移到新位置。

设定幻灯片播放的时间长度
您可以为幻灯片显示中的所有幻灯片设定显示时间，设定带有某些主题以及为单张幻灯片设定特定的显示 
时间。

为幻灯片显示中的所有幻灯片设定显示时间

 1 在“资料库”检查器中选择一个幻灯片显示相簿。

 2 点按幻灯片显示编辑器右下角中的“幻灯片显示设置”按钮 ，并点按“默认设置”按钮。

 3 在“默认设置”面板中，使用“播放幻灯片”值滑块指定每张幻灯片应该在屏幕上显示的秒数。

【注】根据应用到幻灯片显示的主题，可能会显示附加控制，用于让幻灯片显示适合声音轨道并使幻灯片显示

与节拍对齐。有关将声音轨道添加到幻灯片显示的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356 页将音乐和音频添加到幻灯片显
示。

设定特定幻灯片或幻灯片群组的显示时间

在某些主题中，您可以选择幻灯片显示中的单张照片，并设定特定的显示时间长度。

 1 在“资料库”检查器中选择一个幻灯片显示相簿。

 2 在浏览器中选择照片或照片群组。

 3 点按幻灯片显示编辑器右下角中的“幻灯片显示设置”按钮 ，并点按“所选幻灯片”按钮。

 4 在“所选幻灯片”面板中，选择“播放幻灯片”复选框，并使用值滑块来指定想要幻灯片或幻灯片群组出现的时
间长度。

【注】幻灯片时间长度控制并不适用于所有主题。 

确保此复选框

已被选定。

使用此值滑块来指定时间

长度。

67% resize factor



 第 10 章：创建幻灯片显示 352

快速设定幻灯片的时间长度

您可以在幻灯片显示播放的时候更改幻灯片的时间长度。

 1 在“资料库”检查器中选择一个幻灯片显示相簿。

 2 在浏览器中，将播放头移到幻灯片显示的开头处。

 3 在幻灯片显示编辑器中，点按“幻灯片时间长度”按钮。

某个叠层将显示幻灯片设定的播放时间长度。

幻灯片显示编辑器的照片上会显示控制，

可让您更改每个幻灯片的时间长度。
点按“幻灯片时间长度”
按钮。

 4 按下空格键可播放幻灯片显示。

播放头移到浏览器中选定的幻灯片上时，叠层中的时间长度计数器将计算秒数。到达幻灯片结尾时，播放头将停

止，但时间长度计数器将继续计算。

 5 若要停止计数器并设定当前幻灯片的显示时间长度，请按下 Return 键。

播放头将移到浏览器中的下一张幻灯片。

 6 重复步骤 4，直至设定好每张幻灯片的时间长度。

 7 完成后，点按“完成”。

将转场和效果应用到幻灯片
某些主题（如“经典”和“Ken Burns”）可让您修改幻灯片之间的转场。您可以使用“默认设置”控制将更改均
匀地应用到幻灯片显示中的每张幻灯片和转场，同时可以使用“所选幻灯片”控制将更改应用到单张幻灯片。 

某些主题也可让将效果（如棕褐色色调）应用到幻灯片显示中的一系列幻灯片。

在幻灯片显示中将转场均匀地应用到幻灯片之间

如果您正在使用的主题提供更改转场的选项，您会在幻灯片显示编辑器的“默认设置”面板中看到“转场”弹出

式菜单。您可以在幻灯片显示中的幻灯片之间均匀地添加转场，以及设定转场的时间长度。

 1 在“资料库”检查器中选择一个幻灯片显示相簿。

 2 点按幻灯片显示编辑器右下角中的“幻灯片显示设置”按钮 ，并点按“默认设置”按钮。

 3 在“默认设置”面板中，从“转场”弹出式菜单中选取转场。

所选转场的预览将在预览区域中播放。

“速度”值滑块

“转场”弹出式
菜单

预览区域

转场方向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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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如果选取的转场可在多个方向应用，请点按转场方向按钮以设定转场方向。

预览区域显示动画转场进入和退出帧的角度。

【注】如果选取的转场只能在一个方向应用，转场方向按钮将显示为变暗。

 5 使用“速度”值滑块设定转场的时间长度（秒数）。

选取的转场将均匀应用到幻灯片显示中的幻灯片之间，其中使用您指定的方向和时间长度。

在所选幻灯片间应用转场

您可以使用转场控制在幻灯片显示中添加唯一转场，或更改现有转场。 

【注】“转场”控制并不适用于所有主题。 

 1 在“资料库”检查器中选择一个幻灯片显示相簿。

 2 在浏览器中选择照片或照片群组。

 3 点按幻灯片显示编辑器右下角中的“幻灯片显示设置”按钮 ，并点按“所选幻灯片”按钮。

 4 在“所选幻灯片”面板中，选择“转场”复选框，然后从弹出式菜单中选取转场。

转场的预览出现在预览区域中。

确保此复选框

已被选定。

转场方向按钮

“速度”值滑块

预览区域

“转场”弹出式
菜单

 5 使用“速度”值滑块设定转场的时间长度（秒数）。

 6 如果选取的转场可在多个方向应用（如移入转场），则可以点按其中一个转场方向按钮以设定转场方向。

选取的转场将应用到选择的照片之间，其中使用您指定的时间长度和方向。

将照片效果应用到特定幻灯片或幻灯片群组

【注】照片效果并不适用于所有主题。 

 1 在“资料库”检查器中选择一个幻灯片显示相簿。

 2 在浏览器中选择照片或照片群组。

 3 点按幻灯片显示编辑器右下角中的“幻灯片显示设置”按钮 ，并点按“所选幻灯片”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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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在“所选幻灯片”面板中，选择“照片效果”复选框，然后从弹出式菜单中选取一种效果。

确保此复选框

已被选定。

此效果将应用到所选幻灯片。若要关闭效果，请取消选择“照片效果”复选框。

将 Ken Burns 效果应用到幻灯片
显示幻灯片时，某些主题（如“经典”和“Ken Burns”）可让您使用 Ken Burns 效果。当移动到照片最长的尺
寸时，Ken Burns 效果会放大或缩小照片。您可以将 Ken Burns 效果应用到整个幻灯片显示或单张幻灯片。应
用到单张幻灯片时，您也可以选取移动开始和结束的位置。

如果照片中的面孔指定了名称，则在裁剪和定位幻灯片显示中的面孔时，Ken Burns 效果将考虑此信息。

【注】“裁剪”控制和“Ken Burns 效果”并不适用于所有主题。 

将 Ken Burns 效果应用到幻灯片显示中的所有幻灯片
 1 在“资料库”检查器中选择一个幻灯片显示相簿。

 2 点按幻灯片显示编辑器右下角中的“幻灯片显示设置”按钮 ，并点按“默认设置”按钮。

 3 在“默认设置”面板中，从“裁剪”弹出式菜单中选取“Ken Burns 效果”。

将 Ken Burns 效果应用到幻灯片显示中的单张幻灯片
 1 在“资料库”检查器中选择一个幻灯片显示相簿。

 2 在浏览器中选择照片。

 3 点按幻灯片显示编辑器右下角中的“幻灯片显示设置”按钮 ，并点按“所选幻灯片”按钮。

 4 选择“裁剪”复选框，然后从“裁剪”弹出式菜单中选取“Ken Burns 效果”。

从“裁剪”弹出式菜单中选取
“Ken Burns 效果”。

 5 若要指定移动开始和结束的位置，请点按“裁剪”弹出式菜单右侧的“编辑”按钮。

起始叠层和结束叠层将显示在幻灯片显示编辑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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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将起始叠层（绿色）和结束叠层（红色）拖移到您想要移动开始和结束的照片部分上。

起始叠层和结束叠层的中间标记之间的黄线表示 Ken Burns 效果的移动路径。

结尾叠层呈红色。

起始叠层

呈绿色。

 7 如果要反转移动运动，请点按“反转”按钮。

“反转”按钮

 8 对 Ken Burns 效果的移动路径满意时，点按“完成”。

若要查看应用到照片的自定“Ken Burns 效果”，请点按“预览幻灯片显示”按钮或按下空格键。

调整视频幻灯片的音量
在 Aperture 中，您可以添加视频片段作为幻灯片显示中单张幻灯片。在幻灯片显示编辑器和浏览器中使用视
频片段的方式与使用照片的方式相同。但是，幻灯片显示编辑器的“所选幻灯片”面板中的附加控制可用于设置

视频片段的音量。例如，您可以在播放视频片段时，将主音轨中的音频片段静音。您还可以更改视频片段音频的

渐显和渐隐的时间长度，以便平滑幻灯片显示主音轨中的视频片段和音频片段中的突然转场。

【注】若要修剪视频片段或复制它，以便在同一幻灯片显示中使用其多个部分，请参阅第 151 页在检视器中处
理音频和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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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改所选视频幻灯片的音量

 1 在“资料库”检查器中选择一个幻灯片显示相簿。

 2 在浏览器中选择视频片段。

 3 点按幻灯片显示编辑器右下角中的“幻灯片显示设置”按钮 ，并点按“所选幻灯片”按钮。

 4  在“所选幻灯片”面板中，执行以下任一项操作

 • 若要更改音量：使用音量滑块和值滑块设定视频片段的音量。

 • 若要为幻灯片设定音量渐显：使用“渐显”滑块和值滑块指定渐显的时间长度（秒数）。

 • 若要为幻灯片设定音量渐隐：使用“渐隐”滑块和值滑块指定渐隐的时间长度（秒数）。

 • 若要在幻灯片播放时减小主轨道的音量：选择“将主轨道的音量降至”复选框，并使用滑块或值滑块以减小

或增大音量。 

 • 若要在幻灯片播放时将主轨道的音量静音：选择“将主轨道的音量降至”复选框，并将滑块或值滑块设定为 
0%。

将音乐和音频添加到幻灯片显示

将音乐和音频添加到幻灯片显示

将音乐和音频添加到幻灯片显示的方法有两种：

 • 从音频浏览器将歌曲或音频片段拖移到浏览器中时间线的背景中：使用此方式添加的音频称之为主音轨，用

于在背景播放音频，如歌曲。主音轨中的片段无法编辑，但是当幻灯片显示长于音频文件时，可以将其他音频

片添添加到轨道结尾。将音频片段添加到主音轨后，浏览器中时间线的背景将变成绿色。

 • 从音频浏览器将歌曲或音频片段拖移到浏览器中的特定幻灯片：将音频片段拖移到幻灯片时，将创建备选音

轨，这在浏览器中的幻灯片下方显示为绿色栏。备选音轨中的片段总是在主音轨中的音频片段上播放。但是，

您可以将渐显和渐隐应用到备选音轨中的片段，且可以在播放备选音轨中的片段时，调整主音轨中片段的音

量。您还可以调整备选音轨中的音频片段的时间长度和位置。

您可以让幻灯片显示适应主音轨的长度，且可以将幻灯片与音乐节拍对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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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音频片段添加到幻灯片显示中的主音轨

您可以使用音频浏览器访问各种来源中不受 DRM 保护的音频文件，包括“样本音乐”文件夹、“主题音乐”文
件夹、GarageBand 或 iTunes 音乐库。您还可以使用导入到 Aperture 资料库中的任何音频文件。

 1 在“资料库”检查器中选择一个幻灯片显示相簿。

 2 如果音频浏览器控制未显示在幻灯片显示编辑器中，请点按“音频浏览器”按钮 。

 3 在音频浏览器中，选择音频源，然后选择歌曲或音频片段。

从此弹出式菜单中选取音频的

源音频。

在此区域中选择歌曲或音频

片段。

“音频浏览器”按钮

 4 如果需要，请通过点按“播放”按钮  来预览音频。

 5 将所选歌曲或音频片段拖移到浏览器背景。

浏览器背景将变为绿色，表示所选歌曲或音频片段已应用到幻灯片显示的主音轨。主音轨片段总是从幻灯片显

示的开头开始。主音轨中存在多个片段时，音频片段将背靠背放置，无间隙。

将歌曲或音频片段拖到

浏览器的背景中。

浏览器的背景

会变成绿色。

 6 如果主音轨中的音频片段不够长，请将另一个音频片段从音频浏览器拖移到浏览器中上一个音频片段结束 
的点。

主音频轨道将延长第二个音频片段的时间长度。

若要从主音轨移除音频片段，请选择音频片段，然后按下 Delete 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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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音频片段添加到幻灯片显示中的备选音轨

 1 在“资料库”检查器中选择一个幻灯片显示相簿。

 2 如果音频浏览器控制未显示在幻灯片显示编辑器中，请点按“音频浏览器”按钮 。

 3 在音频浏览器中，选择音频源，然后选择歌曲或音频片段。

从此弹出式菜单中选取音频的

源音频。

在此区域中选择歌曲或音频

片段。

“音频浏览器”按钮

 4 如果需要，请通过点按“播放”按钮  来预览音频。

 5 将所选歌曲或音频片段拖移到浏览器中您想要音频开始的特定幻灯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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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栏将显示在浏览器底部，以表示已将音频片段添加到备选音轨。播放头到达备选音轨后，该轨道中的音频

片段将在主音轨中的任何音频片段上播放。

将歌曲或音频片段拖到

您想要备选音频开始

播放的位置。

绿色条表示备选音频轨道中的

片段。

 6 若要将其他音频片段添加到备选音轨，请重复步骤 3-5。

若要从备选音轨移除音频片段，请选择音频片段，然后按下 Delete 键。

修剪或移动备选音轨中的音频片段

 1 在“资料库”检查器中选择一个幻灯片显示相簿。

 2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若要修剪备选音轨中的音频片段：在浏览器中，点按音频片段的右边缘，然后向左或向右拖移以缩短或延长

音频片段。

指针将更改为“调整大小”指针，表示可以更改片段时间长度。

使用调整大小指针

来缩短或延长音频

片段。 

 • 若要移动备选音轨中的音频片段：将音频片段拖移到浏览器时间线中的新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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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针将更改为手形，表示可以拖移音频片段。

将音频片段拖到

新位置时会显示

手形图标。

将渐显或渐隐添加到备选音频中的音频片段

 1 在“资料库”检查器中选择一个幻灯片显示相簿。

 2 在浏览器中，选择备选音轨中您想要应用渐显的片段。

 3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从幻灯片显示操作弹出式菜单  中选取“调整音频”。

 • 在浏览器中，连按音频片段。

 4 在“音频调整”HUD 中，拖移“渐显”或“渐隐”滑块以更改渐显或渐隐的时间长度。

您还可以点按值滑块中的左箭头或右箭头，或在值栏中拖移。

“渐显”滑块

“渐显”值滑块

设置 0.0s 将关闭渐显或渐隐。

若要还原任何所作的音频调整，请点按“全部复原”按钮。

调整播放备选音轨中的片段时主音轨中片段的音量

 1 在“资料库”检查器中选择一个幻灯片显示相簿。

 2 在浏览器中，选择备选音轨中的片段。

 3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从幻灯片显示操作弹出式菜单  中选取“调整音频”。

 • 在浏览器中，连按音频片段。

 4 在“音频调整”HUD 中，选择“将主轨道的音量降至”复选框，然后向左拖移滑块以减小音量，或向右拖移以增
加音量。

67% resize factor



 第 10 章：创建幻灯片显示 361

您还可以点按值滑块中的左箭头或右箭头，或在值栏中拖移。

使用此复选框及下面

的控制来更改主音频

轨道中片段的音量或

将其静音。

设置为 0% 会将主音轨静音。

若要还原任何所作的音频调整，请点按“全部复原”按钮。

使幻灯片显示适合主音轨的时间长度

您可以将幻灯片显示设定为适合主音轨的时间长度。但是，需要确定应用到主音轨的音频片段足够长，可以播

放每张幻灯片。

 m 在幻灯片显示编辑器中，从幻灯片显示操作弹出式菜单  中选取“使幻灯片适合主音频轨道”。

使幻灯片与音乐节拍对齐

 m 在幻灯片显示编辑器中，从幻灯片操作弹出式菜单  中选取“使幻灯片与节拍对齐”。

循环幻灯片显示和主音轨
您可以将幻灯片显示设定为以全屏幕模式循环（重复播放），直至您按下 Esc 键来停止回放。您也可以将幻灯片
显示主音轨中的音频片段回放设定为循环至幻灯片显示结束。

循环幻灯片显示或主音轨

 1 在“资料库”检查器中选择一个幻灯片显示相簿。

 2 点按幻灯片显示编辑器右下角中的“幻灯片显示设置”按钮 ，并点按“默认设置”按钮。

 3 在“默认设置”面板中，执行以下一项操作或都执行：

 • 若要将幻灯片显示设定为以全屏幕模式循环至停止：选择“重复播放幻灯片显示”复选框。 

 • 若要循环幻灯片显示主音轨的回放：选择“循环主音频轨道”复选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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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Aperture 中查看幻灯片显示
您可以采用两种方式在 Aperture 中观看幻灯片显示：全屏幕模式或幻灯片显示编辑器。

幻灯片显示操作

弹出式菜单

“播放幻灯片显示”按钮

“预览幻灯片显示”按钮 “幻灯片时间长度”按钮 “幻灯片显示设置”按钮

“音频浏览器”按钮

预览幻灯片显示

 1 在“资料库”检查器中选择一个幻灯片显示相簿。

 2 在幻灯片显示编辑器中，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若要在幻灯片显示编辑器中播放幻灯片显示：点按“预览幻灯片显示”按钮，或按下空格键。

当播放头出现在幻灯片显示编辑器中的幻灯片显示中时，它会移过浏览器中的照片。若要停止回放，请按下

空格键。 

 • 若要在全屏幕模式中播放幻灯片显示：点按“播放幻灯片显示”按钮。 

若要退出幻灯片显示，请随时按下 Esc 键。

【提示】如果具有双显示器系统，则可以在点按“播放幻灯片显示”按钮时选取幻灯片显示在哪个显示器上

显示。选取“Aperture”>“偏好设置”，然后点按“外观”。从“观看幻灯片显示”弹出式菜单中选取您想要幻
灯片显示在其上显示的显示器。

共享幻灯片显示影片
完成幻灯片显示后，即可将其与客户和朋友共享。Aperture 提供的一些简单控制可用于将幻灯片显示导出为影
片，采用的大小和格式将最适合目标观众。准备好共享幻灯片显示时，需要决定的第一件事就是观看方式。“导

出”对话框提供的选项可用于将幻灯片显示导出为适合在 iPhone、iPod、iPod touch 或 iPad 上回放的影片；
适合在 Web 上发布到 YouTube 的影片；或与 HD 720p 或 HD 1080p 电视兼容的高分辨率影片。您可以采
用自定大小输出幻灯片显示影片。

将幻灯片显示共享为影片

 1 在“资料库”检查器中选择一个幻灯片显示相簿。

 2 在幻灯片显示编辑器的右上角，点按“导出”按钮。

 3 在显示的对话框中，在“存储为”栏中键入幻灯片显示影片的名称，然后选取存储位置。

 4 从“导出给”弹出式菜单中选取影片的观看平台。

如果您想要采用自定大小导出幻灯片显示影片，请从“导出给”弹出式菜单中选取“自定”，从“编解码器”弹出

式菜单中选取编解码器，在“帧速率”栏中输入每秒的帧数，在“宽度”和“高度”栏中输入以像素表示的宽度和

高度，并从“质量”弹出式菜单中选取压缩设置。

 5 如果您想要 Aperture 将幻灯片显示影片的副本发送到 iTunes，请选择“自动将幻灯片显示发送到 iTunes”
复选框。

 6 如果要在导出过程完成时获得通知，请选择“完成时显示提醒”复选框。

 7 点按“导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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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相册概述
使用 Aperture 附带的相册设计和页面布局，您可以打印以最佳灯光显示您照片的出色作品集锦。Apple 打印
供应商服务会提供出色的打印结果并向您或您客户直接交货，您可以通过此服务来订购照片的打印相册。您还

可以在彩色打印机上打印您自己的自定相册，或者创建可以分发给打印供应商的文件。

当您在“资料库”检查器中选择或创建相册相簿时，相册布局编辑器会与浏览器一起显示。使用相册布局编辑

器来设置相册的页面结构，并将照片和文本放在页面上。

在相册布局编辑器中可以

设计相册。

【注】虽然您可以创建页数超过 99 页的相册，但通过 Apple 打印供应商，您订购的相册页数不能超过 99。尝
试订购的相册页数超过 99 页时，会出现一个对话框，警告您页数超出限制。如果您计划通过 Apple 打印供应
商来打印相册，请确保不要让页数超出 99 页这一限制。

如果您喜欢自行打印相册，则可以使用您自己的办公室打印机来打印相册，或者将相册导出为 PDF 文件以发送
到打印商店进行打印。

【重要事项】在 iPhoto 中使用 Aperture 资料库时，在 Aperture 中创建的相册不可见。但是，您的 
Aperture 相册并未被丢弃。若要查看和使用您的 Aperture 相册，请在 Aperture 中打开 Aperture 资 
料库。

创建相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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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相册
创建相册所涉及的规划工作量随您承担的项目类型而不同。如果您创建结婚照相簿，您主要关注的可能是创建

可重复使用的相册设计，以便于快速放置照片来告诉人们您的婚礼盛况。最终结果可能是每个项目一个或若干

个打印副本。

另一方面，制作大相册（如咖啡桌相册）可能要求大量规划、写作、设计、页面合成、打样和制作工作。此外，您还

需要往前想一想，并决定应该如何打印和装订手稿、印数（份数）以及相册应该包含的版权和权限信息。

如果相册相对简单，则发布过程有以下一些常见步骤。

阶段 1：规划相册封面
选取封面照片并决定封面上应该显示的文本。

阶段 2：创建版权声明
创建您所需要的任何版权或权限声明。

阶段 3：创建相册相簿
创建相册相簿并选取相册的主题。

阶段 4：选取相册的照片
将相册的照片放入相册相簿，并以照片在相册中的预期显示顺序，在浏览器中排列这些照片。暂时不要将照片

放在页面上。

阶段 5：指定相册的设置
指定相册的任何整体设置，如大小、硬皮封面或硬皮封面装订、页码等。

阶段 6：创建相册的页面
创建您所需要的页数，并给它们应用母版页设计。

阶段 7：将照片放置在相册中
让 Aperture 自动放置您的照片，或将照片拖入页面中。

阶段 8：调整照片位置和调整照片大小
调整照片位置和调整照片大小，根据需要调整单个页面布局。

阶段 9：给相册添加文本
给页面和封面添加文本。

阶段 10：对相册进行打样
打印打样并仔细检查相册的文本和布局。

阶段 11：分发相册
将相册发送到 Apple 打印供应商，或者创建 PDF 文件以便打印或者发送到打印供应商。如果创建 PDF 文件，
请确保将相册中使用的所有字体都包括在 PDF 文件中。如果要创建更大、更复杂的相册，请提前联系打印供
应商以确保您有考虑打印问题，如纸张原料的选择、墨水和油漆的使用、蓝色印样的检查，以及其他问题，如装

订、包装、装运和价格。

如果要按惯例打印相簿，您可以创建相册相簿以便在每个新项目中拷贝和重复使用。在设置母版页和单个页面

布局后，您可以将相册相簿拷贝到其他项目，然后换上新照片，从而极大地提高发布生产力。然后，您可以自定

某些页面（如封面）以提供任何您所喜欢的独特润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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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相册相簿
您可以用两种方法来创建相册相簿：

 • 选择要包括在相册中的照片，然后创建新的相册相簿来包含所选照片。

 • 创建空的相册相簿，然后将照片拖入其中。

创建相册相簿时，为相册选取主题。主题提供专业设计的母版页集，有助于确定如何将文本和照片放在页 
面上。

创建相册相簿

 1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若要从所选照片创建相册相簿：在相册中选择您要使用的照片。

 • 若要创建空的相册相簿：前往下一步。

 2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选取“文件”>“新建”>“相册”。

 • 在“资料库”检查器中按住 Control 键点按项目、文件夹或相簿，然后从快捷菜单中选取“新建”>“相册”。

 • 从工具栏的“新建”弹出式菜单中选取“相册”。

 3 在所显示对话框的“相册名称”栏中输入相册相簿的名称，然后指定以下各项：

 • 主题列表：在列表中选择主题以在右侧查看其设计预览。

 • “相册类型”弹出式菜单：选取相册的物理大小。

 4 如果您使用所选照片创建相册相簿，请确保“将所选项添加到新相簿”复选框已选定。 

如果您所创建的是空相册相簿，请确保“将所选项添加到新相簿”复选框未选定。

 5 如果计划通过 Apple 打印服务来打印相册，而且要检查相册类型和主题组合的价格，请点按“选项和价格” 
按钮。

通过 Apple 打印服务订购打印相册的价格选项会出现在 Web 浏览器中。

 6 准备好后，点按“选取主题”。

“资料库”检查器的“相簿”部分会出现新的相册相簿。您可以通过将照片从浏览器拖到相册相簿来添加照片。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367 页将照片放置在相册中。

更改相册的主题

必须在项目开始时选取所需主题。虽然您可以在项目开始后更改主题，而且 Aperture 也会尝试将相册结构转
换为新主题的母版页，但您可能需要重做部分工作才能弥补主题之间的差别。不推荐在完成相册后再更改主题

来查看不同布局。

【警告】更改主题时可能会丢失文本。如果您更改相册主题，请确保先拷贝您输入到其他文稿中的文本，以创

建备份。

67% resize factor



 第 11 章：创建相册 366

 1 在相册布局编辑器中，点按“主题”按钮。

“主题”按钮

一个对话框会出现，提醒您更改主题时可能会丢失文本，您创建的任何自定布局都将不予保留。

 2 点按“好”。

 3 从“相册类型”弹出式菜单中选取相册大小。

 4 在主题列表中，选择主题。

 5 点按“选取主题”。

更改主题后，Aperture 会将您的所有页面都更新为使用新主题。

您也可以按您所选取的尺寸来创建自定主题。然而，您不能从 Apple 订购以自定主题创建的相册。有关创建自
定主题的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387 页创建和共享自定主题。

查看页面
处理相册时，您可以选择和查看特定页面，以及更改页面视图。您可以显示单页或并排显示页面，以及放大或

缩小相册页面视图。

您可以通过在“页面”面板中点按页面或者通过点按导航按钮，来浏览到相册中的页面。

查看相册中的特定页面

 m 使用相册布局编辑器的“页面”面板中的滚动手势来滚动到特定页面，然后点按页面以选择它。

在“页面”面板中，点按以
选择所需页面。

使用滚动手势来滚动浏览相

册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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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也可以通过点按“上一页”和“下一页”按钮，来快速浏览页面。

“上一页”按钮

“下一页”按钮

显示单页或并排显示页面

您可以将相册布局编辑器设定为显示单页或并排显示页面。例如，您可以并排显示页面以查看双页版式中并列

摆放的照片是如何工作的。

 m 点按“显示完整跨页”或“显示单页”按钮。

“显示完整跨页”
按钮

“显示单页”
按钮

【注】打印单页面或双页面是打印机的一项功能，相关选项位于打印机的“打印”对话框中。如果您从 Apple 
打印供应商购买打印相册，您的相册将自动以双页面形式打印。 

调整页面视图大小

您可以在相册布局编辑器中缩小或放大相册页面的视图。例如，您可以放大显示页面以近距离检查细节，或缩

小视图以概览一般页面组织。

“缩放以适合”按钮

“显示大小”滑块

“实际大小”按钮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m 若要缩小或放大显示页面：请将“显示大小”滑块向左或向右拖移。

 m 若要使页面视图恢复为适合相册布局编辑器的大小：点按“缩放以适合”按钮。

 m 若要更改页面视图以显示页面的实际大小：点按“实际大小”按钮。

将照片放置在相册中
在创建包含照片的相册相簿且选取了主题后，就可以将照片放入相册页面了。可采用三种方式将照片放入相册：

 • 将照片从浏览器拖到页面上的照片框。

 • 让 Aperture 识别浏览器中未使用的照片并自动将它们放入相册。

 • 在浏览器中选择一组照片，并让 Aperture 自动将它们放入相册中。

手动将照片添加到相册

 m 将照片从浏览器拖到页面上的照片框。

让 Aperture 给未被放入的照片建立“自动流”
使用“自动流”功能，您可以让 Aperture 自动地将照片放入相册中。最好是先创建所需数量的页面并指定
母版页布局来设置文稿的页面结构。然后以照片在相册中的预期排列顺序，在浏览器中排列这些照片，并让 
Aperture 将照片放入您所创建的结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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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同时将所有未被放入的照片放入相册中，也可以选择特定照片并让 Aperture 将它们分布到任何空页
面。例如，您可以选择若干张照片，并让 Aperture 将它们放在相册的前几个页面上，然后另外选择若干张照片
并让 Aperture 将它们放在后续页面上。

如果愿意的话，可以让 Aperture 创建尽量多的页面来保存您的所有照片并将照片放在页面上。Aperture 会
使用母版页设计，从所选主题创建新页面，并用您的照片填充那些页面。然后您可以根据需要更改母版页 
分配。

 m 若要让 Aperture 给未被放入的照片建立“自动流”：从相册布局编辑器的相册操作弹出式菜单  中选取 
“给为被放入的图像建立自动流”。

Aperture 将从第一个空的照片框开始分布未被放入的照片。如果当前页面结构不够保存未被放入的照
片，Aperture 会根据需要创建新页面。

 m 若要让 Aperture 给所选照片建立“自动流”：在“浏览器”中，选择您想要放入相册的照片，然后从“相册布局
编辑器”的相册操作弹出式菜单  中，选取“给所选图像建立自动流”。

Aperture 将从第一个空的照片框开始分布所选照片。如果当前页面结构不能保存所选照片，Aperture 会根据
需要创建新页面。

查看未被放入的照片

将照片放入相册中后，照片在浏览器中的缩略图会标有一个数字，显示照片在相册页面上的出现次数。

该数字表示照片被放入相册中

的次数。

在含有许多照片的长相册中，有时可能很难获悉相册中放入了哪些照片。为帮助您更有效地工作，您可以点按 
“显示未被放入的照片”按钮以仅查看仍未被放入的照片。

点按“显示未被放入的图像”按
钮以仅查看未被放入的图像。

点按“显示所有图像”
按钮以查看相册相簿

中的所有图像。

执行以下操作：

 m 若要在浏览器中仅显示未被放入的照片：点按“显示未被放入的图像”按钮。

 m 若要在浏览器中显示相簿的所有照片：点按“显示所有图像”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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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标准检视器中显示相册相簿内的所选照片

若要详细检查所选照片，您可以在检视器中显示它们。在打开相册布局编辑器后，浏览器会提供一个按钮，用以

快速切换到标准检视器。

 1 在浏览器中选择照片。

 2 点按“显示检视器”按钮。

相册布局编辑器将替换为检视器，从而允许您详细查看照片以及执行图像调整。若要返回到相册布局编辑器，

请再次点按“显示检视器”按钮。

【注】使用相册布局编辑器时，不能选定并使用工具条中的“举出”、“粘贴”、“旋转”和调整工具。若要使用这

些工具来更改相册中的照片，请在浏览器中选择照片，然后点按“显示检视器”按钮。所选照片会显示在检视器

中，您可以在其中调整照片。请再次点按“显示检视器”按钮以返回到相册布局编辑器。

添加和移除页面

将单个页面添加到相册
当您创建相册相簿时，Aperture 会自动设置默认页面（在相册布局编辑器中进行布局）。您可以选择和更改这
些页面以适合相册要求，而且您可以根据需要添加和移除页面。您可以随时插入新的空白页面。在添加页面后，

您可以在“页面”面板中将它们拖到相册中的新位置。

构建相册的最基本方法是逐一创建新页面，并将新页面逐渐添加到相册。

“添加页面”弹出式菜单

“设定母版页”弹出式菜单

67% resize factor



 第 11 章：创建相册 370

将单页添加到相册

 1 在相册布局编辑器的“页面”面板中选择页面。

您即将创建的新页面会刚好出现在所选页面之后。

 2 从“添加页面”弹出式菜单 (+) 中选取“添加新页面”。

新页面会刚好出现在“页面”面板中的所选页面之后。

 3 在“页面”面板中选择页面后，请从“设定母版页”弹出式菜单中选取母版页。

布局会应用到新页面。

复制相册中的页面

如果更改了页面，想要在相册中再次使用该页面，您可以复制该页面。或者，您可以复制页面，然后对该页面进

行些许调整，并同时保留新页面设计和原始页面设计，供不时之需。

 1 在相册布局编辑器的“页面”面板中，选择要复制的页面。

您可以在“页面”面板中按住 Shift 键点按页面来选择多个页面。

 2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选取“编辑”>“复制”。

 • 从“添加页面”弹出式菜单 (+) 中选取“复制页面”。

新页面会出现在“页面”面板中，其页面布局与所选页面布局相同。

添加基于母版页的新页面

您可以添加基于特定母版页的页面。

“添加页面”弹出式菜单

“移除页面”按钮

“设定母版页”弹出式菜单

“相册操作”弹出式菜单

 1 若要显示母版页，请从相册布局编辑器的相册操作弹出式菜单  中选取“显示母版页”。

 2 在“页面”面板中选择页面。

新页面会刚好出现在所选页面之后。

 3 在“母版页”面板中选择母版页。

 4 从“添加页面”弹出式菜单 (+) 中选取“从母版添加新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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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创建新页面
Aperture 可以自动给相册添加页面以容纳浏览器中未被放入的照片或所选照片。Aperture 会创建所需数量
的页面来保存其他未被放入的照片。

“添加页面”弹出式菜单

“移除页面”按钮

“设定母版页”弹出式菜单

“相册操作”弹出式菜单

将未被放入的照片分布到 Aperture 自动创建的页面
 1 在浏览器中排列相册相簿中的照片，使它们按您想要的顺序出现在相册中。

 2 在相册布局编辑器的“页面”面板中选择页面。

新页面会刚好出现在所选页面之后。

 3 从“添加页面”弹出式菜单 (+) 中选取“添加新页面”>“使用未被放入的图像”。

相簿中所有未被放入的照片将添加到相册中的新页面。

在新页面中分布所选照片

 1 在浏览器中，在相册相簿中选择要添加到相册的照片。

 2 在相册布局编辑器的“页面”面板中选择页面。

新页面会刚好出现在所选页面之后。

 3 从“添加页面”弹出式菜单 (+) 中选取“添加新页面”>“使用所选图像”。

所选照片会添加到相册。

在基于母版页的新页面中分布未放入的照片。

 1 若要显示母版页，请从相册布局编辑器的相册操作弹出式菜单  中选取“显示母版页”。

 2 在“母版页”面板中选择母版页。

 3 从“添加页面”弹出式菜单 (+) 中选取“从母版添加新页面”>“使用未被放入的图像”。

Aperture 会将未被放入的照片添加到新页面并将这些新页面放在相册末尾。所有新页面都基于所选母版页。
如果不希望新页面显示在相册末尾，请在“页面”面板中将这些新页面拖到相册中您喜欢的位置。有关更多信

息，请参阅第 373 页处理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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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基于母版页的新页面中分布所选照片。

 1 若要显示母版页，请从相册布局编辑器的相册操作弹出式菜单  中选取“显示母版页”。

 2 在“母版页”面板中选择母版页。

 3 在浏览器中选择想要的照片。

 4 从“添加页面”弹出式菜单 (+) 中选取“从母版添加新页面”>“使用所选图像”。

Aperture 会将所选照片添加到新页面并将这些新页面放在相册末尾。所有新页面都基于所选母版页。如果不
希望新页面显示在相册末尾，请在“页面”面板中将这些新页面拖到相册中您喜欢的位置。有关更多信息，请参

阅第 373 页处理页面。

【提示】如果不想再显示“母版页”面板，请从相册操作弹出式菜单  中选取“隐藏母版页”。

给相册添加照片索引
您可以给相册添加索引页面来显示相册中所有照片的缩略图。视您所选取的主题而定，Aperture 会为照片索
引提供不同的外观和布局。您还可以给相册添加照片元数据索引。通常，照片索引出现在相册末尾或开头。

【注】并非所有主题都支持照片索引。有关切换主题的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365 页创建相册相簿。  

在相册末尾添加索引页面

 1 若要显示母版页，请从相册操作弹出式菜单  中选取“显示母版页”。

 2 在“母版页”面板中选择索引母版页。

【注】所选主题必须支持索引页面。

 3 从“添加页面”弹出式菜单 (+) 中选取“从母版添加新页面”。

按照相册的需要添加尽量多的索引页面来保存所有照片。

 4 将照片拖到照片框以相册末尾填充索引页面。

如果想要索引页面出现在相册中的不同位置，请在“页面”面板中拖移它们。

给相册添加元数据索引

 m 从相册布局编辑器的相册操作弹出式菜单  中选取“创建索引”。

Aperture 会将元数据索引页面添加到相册末尾，并使用照片中的元数据信息来更新索引。您可以通过选择元
数据框并使用“设定元数据格式”弹出式菜单更改元数据格式，来更改索引中出现的元数据。

将页面从相册中移除
您可以将页面从相册中移除。移除页面会移除页面的内容，而剩余的页面会回流来填充删除位置。您不能移除

相册的封面。

将页面从相册中移除

 1 在相册布局编辑器的“页面”面板中选择要移除的页面。 

您可以按住 Shift 键点按页面来选择多个页面。

 2 点按“移除页面”按钮（或者按下 Delete 键），然后确认要删除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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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页面
您可以采用多种方式在照片相册中处理页面。您可以在硬皮和软皮封面之间选取、选取母版页布局、拷贝页面、

重新排序页面以及添加背景图像以显示在页面上的照片之后。

为相册选择硬皮封面或软皮封面设计

当您创建新的相册相簿时，Aperture 会自动为相册创建封面。您可以选择页面并添加标题、封面或设计以及其
他您喜欢的文本或照片。 

您还可以选取软皮封面或硬皮封面设计。软皮封面设计具有白色背景；如果您选择硬皮封面设计并从 Apple 打
印供应商处购买相册的打印副本，则有各种硬皮封面颜色可供选择。请注意，您只能给相册封面添加照片和文

本；从 Apple 打印供应商购买相册时，您不能在书脊或封底上指定照片或文本。

“相册封面”
按钮 相册封面

若要添加或更改封面照

片，请将照片从浏览器

拖到照片框。

封面标题

若要选取相册封面设计（软皮封面或硬皮封面设计），请点按其中一个相册封面按钮。

 m 在相册布局编辑器中点按“硬皮封面”或“软皮封面”按钮。

如果不打算从 Apple 打印供应商购买打印的相册，您可能需要雇佣图形设计师来创建封面和封底，或者您可以
使用图形应用程序自行设计封面和封底。

将母版页设计应用到页面

您可以通过应用母版页布局来选择页面的设计。视您所选取的主题而定，Aperture 会提供不同的母版页布局。
从“设定母版页”弹出式菜单中选取页面设计。例如，可创建一个单照片页面，然后决定更改该页面以保存两张

照片。

您可以将不同的母版页设计应用到页面以查找最适合于项目的设计。

 1 在相册布局编辑器的“页面”面板中选择页面。

 2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从“设定母版页”弹出式菜单中选取母版页。

 • 点按页面上的三角形，然后从弹出式菜单中选取母版页。

如果您通过调整方框位置或调整方框大小更改了页面的设计，并且想要使用原始设计重新开始，您可以重新应

用原始母版页，方法是在“相册布局编辑器”的“页面”面板中选择想要更改的页面，然后从相册操作弹出式菜

单  中选取“重新应用母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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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相册中移动页面

您可以移动相册中的页面。如果需要按页面顺序向前或向后移动特定页面，您可以将该页面拖到相册结构中的

新位置。

 1 在相册布局编辑器的“页面”面板中选择页面。 

 2 将页面拖到新位置。

选取背景图像

您可以选取背景照片来显示在页面上其他照片的后面。例如，您可以创建一个页面，在前景显示新郎新娘，而在

背景显示教堂。或者，您可以选取与前景照片的颜色互补的背景图像。

 1 在“相册布局编辑器”的“页面”面板中，选择一个要应用背景的页面。

 2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若要将背景图像应用到单页：将照片从浏览器拖到相册布局编辑器中的页面上，直到背景变为高亮显示，然

后松开鼠标键。

 • 若要将背景图像应用到双页版式：确定在“相册布局编辑器”中选定了“显示完整跨页”按钮，然后在“相册

布局编辑器”中将想要的照片拖到页面跨页的脊线（中央）上，直到背景在两个页面中都变为高亮显示。

移除背景图像

 1 在相册布局编辑器的“页面”面板中选择页面。

 2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点按页面背景以选择图像，然后按下 Delete 键以移除图像。

 • 从“设定背景”弹出式菜单中选取“无背景”。

【注】“设定背景”弹出式菜单并不适用于所有主题。

在相册中使用页码

Aperture 可以给相册进行自动页面编号。每个主题均会在页面上的预置位置提供页码。您可以根据需要关闭
页面编号。您不能在页面上调整页码，也不能更改页码的格式。

 m 若要打开页面编号：从相册布局编辑器的相册操作弹出式菜单  中选取“页码”>“总是”。

 m 若要关闭页面编号：从相册布局编辑器的相册操作弹出式菜单  中选取“页码”>“关闭”。

您还可以选取“自动”选项来打开页面编号。选取“自动”选项后，页面上会显示页码（如果页码后面未显示照

片）。

使用浏览器中的所有照片来重建相册

如果修改了相册设计，想要以未修改的设计重新开始，Aperture 可以重建相册。Aperture 使用默认的母版页
设计系列来重建相册结构，并将照片添加到修改的页面。您将丢失先前对页面所作的任何更改。Aperture 可
以将浏览器中的所有照片放入相册中或者仅将所选照片放入相册中。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m 若要使用浏览器中的所有照片来重建相册：从相册布局编辑器的相册操作弹出式菜单  中选取“使用所有图
像来重建相册”。

 m 若要使用所选照片来重建相册：在浏览器中，选择您想要放入相册的照片，然后从“相册布局编辑器”的相册操

作弹出式菜单  中，选取“使用所选图像来重建相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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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照片

给相册页面添加照片框
在创建页面并应用母版页设计后，您可能需要在页面上添加更多的照片框来保存照片。您可以选择其他具有更

多照片框的母版页设计，也可以在需要的位置添加照片框。

给页面添加照片框

 1 在相册布局编辑器中，点按“编辑布局”按钮（如果未选定）。

 2 在“页面”面板中选择页面。

 3 从“编辑布局”按钮旁边的“添加框”弹出式菜单 (+) 中选取“添加照片框”。

当照片框出现时，您可以将它拖到新位置并调整其大小。

将照片框从页面中移除

在创建相册页面并应用母版页设计后，您可能想要将一个或多个照片框从页面中移除。您可以选取其他具有较

少照片框的母版页设计，也可以手动将照片框从页面中移除。

 m 点按“编辑布局”按钮，选择照片框，然后选取“编辑”>“剪切”（或者按下 Delete 键）。

修改照片框
Aperture 预置成缩放照片来填充相册页面上的照片框。您可以更改照片框中照片的位置，让它居中，或者左
对齐或右对齐。您还可以调整方框中照片的缩放比例。如果缩放照片，让照片框中仅一部分照片是可见的，您可

以更改可见的照片部分。

更改照片框中照片的位置

 1 在相册布局编辑器中，点按“编辑布局”按钮（如果未选定）。

 2 选择要更改的照片框。

 3 从相册操作弹出式菜单  中选取“照片框对齐”，然后从子菜单中选取对齐选项。

 • 若要缩放照片以适合页面上方框的大小：选取“缩放以填充”。

 • 若要使照片在方框中居中：选取“缩放以适合居中”。

 • 若要使照片对齐到方框的左边缘：选取“缩放以适合左对齐”。

 • 若要使照片对齐到方框的右边缘：选取“缩放以适合右对齐”。

更改照片框中照片的缩放

 1 连按照片。

“图像缩放”HUD 会出现。

 2 拖移滑块以调整照片框中照片的大小。

在照片框外部点按以隐藏“图像缩放”HUD。

更改出现在照片框中的照片部分

 1 连按照片。

“图像缩放”HUD 会出现。

 2 拖移照片以更改方框中的可见照片部分。

更改照片框的宽高比

相册页面可以保留特定大小和宽高比的照片框。您可以选择照片框并更改宽高比来适合照片。例如，您可以将

照片框从横排模式更改为竖排模式。 

 1 在相册布局编辑器中，点按“编辑布局”按钮（如果未选定）。

 2 选择要更改的照片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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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从相册操作弹出式菜单  中选取“照片框宽高比”，然后从子菜单中选取一个宽高比。

 • 若要将照片框更改为 4:3 横排宽高比：选取“横排 4:3”。

 • 若要将照片框更改为 3:2 横排宽高比：选取“横排 3:2”。

 • 若要将照片框更改为 2:3 竖排宽高比：选取“竖排 2:3”。

 • 若要将照片框更改为 3:4 竖排宽高比：选取“竖排 3:4”。

 • 若要将照片框更改为方形宽高比：选取“方形”。

 • 若要创建照片框以适合方框中当前照片的裁剪：选取“照片宽高比”。

在页面上排列照片框

您可以在相册页面上调整照片框大小以及调整照片框位置。

 1 在相册布局编辑器中，点按“编辑布局”按钮（如果未选定）。

 2 选择要移动或调整其大小的照片框。

 3 将照片框拖到新位置，或者拖移所选方框上的控制柄以更改照片的大小。

在您拖移照片框时，会出现黄色指引线，标示页面上的重要边距和图像边框。使用这些指引线，您可以确保照片

框与页面上的其他方框正确对齐。

在照片框中拷贝、粘贴、剪切和移除照片
将照片放入相册页面上的照片框后，您可以选择一个或一组方框，拷贝并粘贴内容，或者剪切或移除照片框中

的照片。

拷贝并粘贴所选照片框的内容

 1 在相册布局编辑器中，点按“编辑内容”按钮（如果未选定）。

 2 选择要拷贝其内容的照片框。

 3 选取“编辑”>“拷贝内容”。

 4 选择要放入所拷贝内容的照片框。

 5 选取“编辑”>“粘贴内容”。

拷贝所选照片框

 1 在相册布局编辑器中，点按“编辑布局”按钮（如果未选定）。

 2 选择要拷贝的照片框。

 3 选取“编辑”>“拷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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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选择要放入所拷贝照片框的页面。

 5 选取“编辑”>“粘贴”。

剪切所选照片框的内容（此过程中会将内容放入剪贴板）

 1 在相册布局编辑器中，点按“编辑内容”按钮（如果未选定）。

 2 选择要剪切其内容的照片框。

 3 选取“编辑”>“剪切内容”。

移除所选照片框的内容（而不将其存储到剪贴板）

 1 在相册布局编辑器中，点按“编辑内容”按钮（如果未选定）。

 2 选择要移除其内容的照片框。

 3 按下 Delete 键。

以特定顺序堆叠照片框
在相册页面上排列照片框时可能会重叠照片框以创建特定外观，您不妨更改其堆叠顺序。例如，您不妨以特定

顺序，按彼此重叠的方式放置照片。若要更改照片框的堆叠顺序，请选择照片框，然后点按“前移”或“后移” 
按钮。

“后移”按钮

“前移”按钮

更改照片框堆栈的顺序

 1 在相册布局编辑器中，点按“编辑布局”按钮（如果未选定）。

 2 选择要更改堆叠顺序的照片框。

 3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点按“前移”或“后移”按钮。

 • 从相册操作弹出式菜单  中选取“排列”，然后从子菜单中选取一个选项。

使用过滤器更改照片的外观
Aperture 可让您通过应用过滤器来更改相册中照片的外观。例如，您可以应用让照片渐变的过滤器，以便您
能够在照片上放置文本，从而创建有趣的封面。您还可以应用过滤器，以将照片更改为黑白或棕褐色。

将过滤器应用到照片框

 1 选择包含要更改照片的照片框。

 2 从“设定照片过滤器”弹出式菜单中选取所需的过滤器样式。

【注】如果将过滤器应用到相册中的照片，然后使用放大镜来检查照片，则出现的照片不带过滤器效果。过滤

器仅适用于相册中的照片，而不适用于照片版本。放大镜会显示照片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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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相册页面添加地图框
如果使用“地点”将位置信息添加到照片，您可以给相册页面添加地图来显示周围照片的拍摄位置。此外，您还

可以定义位置之间的路线以说明目的位置之间的旅程。

【注】仅某些相册主题提供地图框功能。有关相册主题的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365 页创建相册相簿。  

给页面添加地图框

 1 在相册布局编辑器中，点按“编辑布局”按钮（如果未选定）。

 2 在“页面”面板中选择页面。

 3 从“添加方框”弹出式菜单中选取“添加地图框”。

当地图框出现在相册布局编辑器中的所选页面上时，您可以将它拖到新版本并调整其大小。地图框周围的照片

框中的照片的位置，会自动在地图上绘制出来。

给地图指定标题

您可以给地图指定一个标题，让其显示在地图的左下部分。

 1 在相册布局编辑器中，连按地图。

“地图选项”HUD 会出现。

 2 在“地图选项”HUD 顶部的“标题”栏中输入地图的标题。

在此处输入地图的

标题。

相册布局编辑器中地图左下部分会出现标题。

在地图上添加位置

默认情况下，地图会自动显示其周围的照片的拍摄位置，前提是给这些照片指定了位置信息。但是，您还可以使

用“地图选项”HUD，在地图上添加位置以及移除地图上显示的位置。

 1 如果需要，请在相册布局编辑器中连按地图。

 2 在“地图选项”HUD 中，点按添加按钮 (+)。

67% resize factor



 第 11 章：创建相册 379

一个未命名的新位置会出现。

会显示一个未命名的

位置。

点按添加按钮 (+)。

 3 点按未命名位置，然后输入要在地图上显示的位置。

下方会出现位置列表。

输入新位置的前几个字母并从出现

的列表中选取位置。

 4 从列表中选取位置。

新位置会出现在相册布局编辑器的地图上。

将位置从地图上移除

 1 如果需要，请在相册布局编辑器中连按地图。

 2 在“地图选项”HUD 中，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若要将位置从地图上暂时移除：取消选择位置名称旁边的复选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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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若要将位置从地图上永久移除：选择位置名称，然后点按移除按钮 (–)。

…点按移除按钮 (–) 以永久
移除它。

取消选择位置的复选框以暂时移除

它，或者…

位置会从地图上移除。

在地图上显示位置之间的路线

您可以在地图上显示位置之间的路线，以在摄影小品中说明两地之间的旅程进展。 

 1 如果需要，请在相册布局编辑器中连按地图。

 2 在“地图选项”HUD 中，从操作弹出式菜单  中选取下列其中一个选项：

 • 若要在地图上显示将位置相连接的简单线条集：选取“显示直线”。

 • 若要显示带有指示从一个地点移到另一个地点的方向箭头的曲线：选取“显示带箭头的线条”。

从操作弹出式菜单中选取在地图

上显示路线。

路线会显示在地图上。

在地图上设定路线的路径

在地图上显示路线时，它们最初可能不是以与预期路线匹配的方式连接位置。可通过在“地图选项”HUD 中重
新排列位置的顺序来设定路线的路径。

 1 如果需要，请在相册布局编辑器中连按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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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在“地图选项”HUD 中，以您想要路线在地图上显示的顺序，从上到下，拖移路线。

拖移位置，使得路线按您想要

的顺序显示在地图上。

 3 如果想要地图上的最后一个位置连接到地图上的第一个位置，请从“地图选项”HUD 操作弹出式菜单  中
选取“返回到起点”。

地图上的路线会更新以匹配“地图选项”HUD 中的位置顺序。

选取地图中显示的区域

您可以通过放大和缩小地图并调整地图的位置，来指定地图的哪一部分在页面上是可见的。如果您调整了地图

的位置，而且照片位置不在中心或者不再显示，您可以使地图恢复为以照片位置为中心的位置。

 1 如果需要，请在相册布局编辑器中连按地图。

 2 在“地图选项”HUD 中，执行以下任意一项操作：

 • 若要放大和缩小地图：将缩放滑块（在 HUD 顶部）拖到右侧可以放大，而拖到左侧可以缩小。

 • 若要调整地图的位置以显示其他位置：拖移地图以调整地图的位置。

 • 若要使照片位置成为地图中心：从“地图选项”HUD 操作弹出式菜单  中选取“使地图在地点上居中”。

使用操作弹出式菜单使地图路线

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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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文本

将文本放在页面上
在处理相册布局时，您可以添加文本并将其放在页面上。您可以更改相册中单个页面的文本，也可以更改母版

页以创建带自定文本样式和布局的模板页。如果要给相册页面添加文本且需要其他文本框，您可以添加一个文

本框并将其放置在页面上的任意位置。

母版页设计提供了可以选择并在其中输入文本的文本框。您还可以拷贝文本并将其粘贴到相册页面上的文 
本框。

给文本添加文本框

 1 在相册布局编辑器中，点按“编辑内容”按钮（如果未选定）。

 2 在“页面”面板中，选择要处理的页面。

 3 选择要更改的文本框。

 4 选择任何现有的文本，并键入或粘贴新文本。

给页面添加文本框

 1 在相册布局编辑器的“页面”面板中，选择要添加文本的页面。

 2 点按“编辑布局”按钮。

 3 从“添加方框”弹出式菜单中选取“添加文本框”。

页面上会出现一个新文本框。

 4 将文本框拖到您想要让文本框出现的位置。

您可以通过拖移文本框的调整大小控制柄来调整文本框大小。

排列页面上的文本

您可以在相册页面上调整文本框和元数据框的大小以及调整文本框和元数据框的位置。首先点按“编辑布局”

按钮；然后点按方框来选择它们。所选方框会显示控制柄，您可以拖移这些控制柄来调整方框大小。您还可以

拖移方框的内容以将方框移到新位置。

 1 在相册布局编辑器中，点按“编辑布局”按钮（如果未选定）。

 2 在“页面”面板中，选择要处理的页面。

 3 选择页面上要移动或调整其大小的文本框。

 4 将方框拖到新位置，或者拖移所选方框上的控制柄以更改方框的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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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改文本框中的文本栏数

您可以更改相册页面上的文本框，以便它格式化为包含一到四个文本栏。

 1 在相册布局编辑器中，点按“编辑布局”按钮（如果未选定）。

 2 选择文本框。

 3 从相册操作弹出式菜单  中选取“文本框栏数”，然后从子菜单中选取栏数。

 4 如果需要，调整文本框的大小以更好地适应已更改的方框栏布局。

将文本框或元数据框从页面中移除

在创建相册页面并应用母版页设计后，您可能想要将一个或多个文本框从页面中移除。您可以选取其他具有较

少文本框的母版页设计，也可以手动选择和移除文本框。

 1 在相册布局编辑器中，点按“编辑布局”按钮。

 2 选择要移除的文本框或元数据框，然后选取“编辑”>“剪切内容”（或者按下 Delete 键）。

给页面添加元数据框
您可以在相册页面上显示照片及其任何相关联的元数据。若要显示照片的元数据，您可以给页面添加元数据框

并将其链接到照片。您还可以解除元数据框与其所选照片的链接，并在必要时重新链接它。

给页面添加元数据

 1 在相册布局编辑器的“页面”面板中，选择要添加元数据框的页面。

 2 点按“编辑布局”按钮。

 3 选择要在其中添加元数据框的照片框。

 4 从“添加方框”弹出式菜单中选取“添加元数据框”。

页面上会出现一个新元数据框。

 5 将元数据框拖到您想要让元数据框出现的位置。

您可以通过拖移元数据框的调整大小控制柄来调整元数据框大小。

 6 从“设定元数据格式”弹出式菜单中选取要显示在方框中的元数据类型。

解除元数据框的链接

 1 在相册布局编辑器的“页面”面板中，选择包含要解除其链接的元数据框的页面。

 2 选择元数据框。

 3 从相册操作弹出式菜单  中选取“解除元数据框的链接”。

重新链接元数据框

 1 在相册布局编辑器的“页面”面板中，选择包含要链接的元数据框的页面。

 2 按住 Command 键点按要链接的元数据框和照片框以同时选择它们。

 3 从相册操作弹出式菜单  中选取“链接元数据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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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相册中隐藏或显示照片的图版编号
您可以在相册和网络画廊中显示或隐藏图版编号。Aperture 预置为不显示照片的图版编号。

在相册中显示图版编号

 m 在相册布局编辑器中，从相册操作弹出式菜单  中选取“启用图版元数据”。

在相册中修改文本的外观
您可以将文本样式指定给文本框和元数据框以更改相册中文本的外观。Aperture 母版页附带了预置文本样
式，其中包括重要文本元素（如封面文本、副标题、标题和段落文本）的设计。在工作时，您可以轻松地将这些样

式应用到文本框和元数据框。

Aperture 还提供一个“字体”窗口，可用来更改相册字体。在页面上的文本框中选择文本，以更改字体、字体大
小、字体颜色等。

【重要事项】Aperture 会遵循“系统偏好设置”的“外观”面板中所设定的文本平滑偏好设置。OS X 默认设置
不会平滑等于或小于 8 磅的字体。此设置只影响字体在屏幕上的外观；打印时，字体的外观很平滑。

更改文本框或元数据框的文本样式

 1 选择要更改的文本框或元数据框。

 2 从“设定文本样式”弹出式菜单中选取文本的文本样式。

显示字体窗口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m 选择文本框，然后选取“编辑”>“显示字体”（或者按下 Command-T 键）。

 m 按住 Control 键点按文本框，然后从快捷菜单中选取“字体”>“显示字体”。

使用布局选项检查器
您可以选择相册页面上的项目并使用“布局选项”检查器来查看其几何图形。有些打印机要求精确的布局尺寸；

您可以使用“布局选项”检查器，通过使用值滑块来指定新尺寸，将所有项目都放在页面上。此外，您还可以更

改文本框和照片框的角度，以及给照片框应用颜色边框。

“布局选项”检查器

打开和关闭“布局选项”检查器

 m 若要打开和关闭“布局选项”检查器：从相册布局编辑器的相册操作弹出式菜单  中选取“显示布局选项”。

“布局选项”检查器会出现在相册布局编辑器的左上区域中。

 m 若要关闭“布局选项”检查器：从相册布局编辑器的相册操作弹出式菜单  中选取“隐藏布局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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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改文本框或照片框的尺寸

 1 在相册布局编辑器中所显示的相册页面上选择文本框或照片框。

 2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将所选项目向左或向右移动：使用 X 值滑块来指定新值。

 • 将所选项目向上或向下移动：使用 Y 值滑块来指定新值。

 • 若要更改所选项目的宽度：使用“宽度”值滑块来指定新值。

 • 若要更改所选项目的高度：使用“高度”值滑块来指定新值。

更改文本框或照片框的角度

 1 在相册布局编辑器中所显示的相册页面上选择文本框或照片框。

 2 使用“角度”值滑块来指定角度值。

在值增大时，照片会逆时针旋转。减小值会顺时针旋转照片。

给照片框添加边框

 1 在相册布局编辑器中所显示的相册页面上选择照片框。

 2 通过使用“粗细”值滑块来指定值以设定边框的宽度。

 3 通过在颜色池中点按，然后在“颜色”窗口中选取颜色来设定边框的颜色。

边框会应用到照片。

处理母版页

母版页概述
母版页提供相册页面的初始设计。您可以在整个相册中重复应用母版页设计。

如果您打算创建可重复使用的相册相簿，则可以自定所选主题的页面设计，再创建相册。您可以选择母版页并

修改它，也就是更改页面上所显示的照片框、文本框和元数据框。您还可以创建新母版页以适合特定的布局需

要。若要修改页面，您可以使用本章早先时候介绍的用于处理照片框、文本框和元数据框的过程。

若要修改母版页，请在“母版页”面板中显示母版页，然后添加新页面或者选择要处理的页面。在“母版页”面

板中选择母版页后，相册布局编辑器会放大页面的视图。

在这里对母版页进行布

局更改。

从此弹出式菜单中选取“显示母版页”
以显示“母版页”面板。

选取要在这里

处理的母版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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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和修改母版页
您可以创建新母版页，也可以复制现有母版页并修改它们。例如，如果您决定从原始母版页设计自定双照片布

局，则可以存储自定的版本，而且有多个双照片布局可供选择。在创建新母版页后，母版页名称会出现在“设定

母版页”弹出式菜单中，您可以在其中选取母版页以将设计应用到相册中的页面。

【注】您不能修改封面的母版页。

创建新母版页设计

 1 从相册布局编辑器的相册操作弹出式菜单  中选取“显示母版页”。

 2 在“母版页”面板中选择母版页。

 3 从“添加页面”弹出式菜单 (+) 中选取“添加新页面”。

新母版页会出现在“母版页”面板中您在步骤 2 中选择的页面下方。

 4 如果要给页面重新命名，请连按其标题并键入新名称。

 5 选择新的母版页并进行更改。

复制和修改母版页设计

 1 从相册布局编辑器的相册操作弹出式菜单  中选取“显示母版页”。

 2 在“母版页”面板中选择要复制的母版页。

 3 从“添加页面”弹出式菜单 (+) 中选取“复制页面”。

复制的新页面会出现在“母版页”面板中原始页面的下方。

 4 如果要给页面重新命名，请连按其标题并键入新名称。

 5 选择新的母版页并进行更改。

从相册中的页面创建新的母版页设计

您可以更改相册中页面的设计，并存储更改以创建新母版页。

 1 在相册布局编辑器的“页面”面板中，选择要存储其修改的页面作为母版页。

 2 从相册操作弹出式菜单  中选取“存储页面”>“作为新的文稿母版”。

 3 如果需要，请从相册操作弹出式菜单中选取“显示母版页”，以显示“母版页”面板。

 4 在“母版页”面板中选择新的母版页，并给它重新命名。

将相册页面更改存储到原始母版页设计

在更新相册中页面的设计后，您可以用那些更改来更新原始母版页。 

 1 在相册布局编辑器的“页面”面板中，选择您修改了其设计的页面。

 2 从相册操作弹出式菜单  中选取“存储页面”>“到文稿母版”。

Aperture 会用您的设计更改来更新原始母版页。

统一和拆分母版页
有些母版页具有左版本和右版本，来匹配左右双页上的图书边距。您可以选择左母版页或右母版页，并将两个

版本统一到一个页面。

统一母版页的左版本和右版本

 1 在相册布局编辑器的“母版页”面板中选择左母版页或右母版页。

 2 从相册操作弹出式菜单  中选取“统一母版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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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不含左版本或右版本的母版页拆分为左版本和右版本

 1 在相册布局编辑器的“母版页”面板中选择母版页。

 2 从相册操作弹出式菜单  中选取“拆分母版页”。

您现在可以调整新页面上项目的位置以匹配左页面和右页面上的边框。

用母版页更改来更新相册页面
在更改母版页后，修改的设计可以应用到相册中的页面。Aperture 不会自动更新其母版页已修改的页面设计。
但是，您可以选择使用已修改的母版页设计来更新相册中的页面。

使用已更改的母版页设计来更新页面

 1 在相册布局编辑器的“页面”面板中，选择要更新其母版页设计的页面。

 2 从相册操作弹出式菜单  中选取“重新应用母版”。

Aperture 会将当前的母版页设计应用到所选页面。

创建和共享自定主题
如果所需的相册在尺寸上有别于小开本、中开本和大开本相册，您可以用所要求的精确尺寸来创建自定主题。由

于能在自定主题中设定尺寸，因此提供了专业打印机所需的精度。

创建自定主题

 1 在相册布局编辑器中，点按“主题”按钮。

一个对话框会出现，提醒您更改主题可能会丢失文本。

 2 点按“好”。

 3 在出现的对话框中，从“相册类型”弹出式菜单中选取“自定”。

 4 点按对话框底部的新建主题按钮。

“新建自定相册”对话框会出现。

 5 在“主题名称”栏中，输入自定主题的名称。

 6 在“页面大小”、“图像间距”和“边距”区域中输入相册的尺寸，然后点按“好”。

新的自定主题会出现在主题列表中。

将自定主题共享给其他 Aperture 系统
您可以将自定相册主题共享给其他 Aperture 系统。默认情况下，Aperture 会将自定主题存储到 Finder 中的
以下位置：

/用户/用户名称/资源库/Application Support/Aperture/Book The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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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 将您想要共享的主题文件夹从第一个 Aperture 系统上的 Book Themes 文件夹，拷贝到另一个 Aperture 
系统上的相同位置。 

当您从“相册类型”弹出式菜单中选取“自定”时，自定主题会出现在“相册主题”对话框中。

拷贝相册相簿
在设置您所喜欢的相册结构后，您可以将它重用于其他相册发布项目。例如，可创建婚礼相册相簿结构，供经常

重复使用。

您可以选择和复制相册相簿。然后，您可以将照片从相簿中移除，并代之以其他照片以填充新相册。Aperture 
可以自动让新照片流动到复制的相册结构。

拷贝相册相簿并将新照片放入其中

 1 在“资料库”检查器中选择相册相簿。

 2 选取“文件”>“复制相册”。

复制的相册会出现在“资料库”检查器中。

 3 如果需要，将复制的相册相簿拖到新项目。

 4 在“资料库”检查器中选择复制的相册相簿后，请在浏览器中选择照片并选取“编辑”>“全选”（或者按下 
Command-A 键）。

 5 若要将照片从相簿中移除，请选取“照片”>“从相簿中移除”（或者按下 Delete 键）。

所有照片都将从浏览器和相册页面中移除。

 6 选择包含要放入相册中的照片的项目、文件夹或相簿。

 7 在浏览器中，选择照片并将它们拖到“资料库”检查器中复制的相册相簿。

 8 在“资料库”检查器中选择复制的相册相簿。 

 9 以照片在相册中的预期显示顺序，在浏览器中排列这些照片。

 10 从相册布局编辑器的相册操作弹出式菜单  中选取“给为被放入的图像建立自动流”。

会自动将照片放入相册页面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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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插件从第三方打印供应商订购相册
有些第三方打印供应商提供的插件，可让 Aperture 以打印供应商所要求的格式和设置来提交相册文件。所有
第三方相册插件都提供自定主题、相册尺寸和装订选项。

若要使用第三方相册插件，您必须先从打印供应商处获取插件软件并安装。有关相册插件的列表，请前往 
http://www.apple.com/aperture/resources/third-party-books.html。

使用第三方相册插件来创建相册

 1 前往 http://www.apple.com/aperture/resources/third-party-books.html，下载第三方相册插件并 
安装。

 2 创建相册相簿。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365 页创建相册相簿。

 3 输入相册相簿的名称并在出现的对话框中选取主题后，从“相册类型”弹出式菜单的“非 Apple 相册”部分中
选取第三方相册插件。

专门为第三方相册插件设计的自定主题会出现在主题列表中。

 4 选择主题，然后点按“选取主题”。

 5 完成相册布局后，点按相册布局编辑器右上角的“发送相册”按钮。

一个第三方打印供应商的订购面板会出现，其中显示有选项和价格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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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照片概述
Aperture 提供了各种与他人共享您的照片的方法：

 • 使用“我的照片流”（一项 iCloud 功能）使您的照片在所有设备上都保持最新，而无需同步。请参阅
第 390 页“我的照片流”概述。

 •  使用 iCloud“照片共享”来共享照片和视频片段，并和朋友们一起添加对照片和视频片段的注释。请参阅
第 395 页iCloud 照片共享概述。

 • 直接从 Aperture 用电子邮件发送照片。请参阅第 402 页用电子邮件发送照片。

 • 从 Aperture 内部将照片发送到 Flickr、Facebook 和 SmugMug。Aperture 中的 Flickr 相
簿、Facebook 相簿和 SmugMug 相簿中的照片会自动导出和发布到您的 Flickr 帐户、Facebook 帐户和 
SmugMug 帐户。请参阅第 403 页使用 Flickr、Facebook 和 SmugMug 共享照片概述。

 • 创建网页并在互联网上共享它们。您可以创建每个页面包含多个图像的网络画廊，并将它们上传到您的网

站。您还可以创建使用描述和标题来显示图像的 Web 日记。请参阅第 415 页创建网页。

使用 iCloud 使照片在您的设备间保持最新

“我的照片流”概述
“我的照片流”是上传并储存最近 30 天的照片且自动将其推送到所有的 iOS 设备和电脑的 iCloud 功能。通
过“我的照片流”，您可以查看所有设备上最近的所有照片，而无需同步，您需要做的只是将其打开。

【注】您必须具有 iCloud 帐户才能使用“我的照片流”。iCloud 要求使用 OS X v10.7.2 或更高版本。有关更
多信息，请参阅第 391 页设置 iCloud 帐户。  

以下是“我的照片流”的工作原理：

 • 首先，在任何想使用照片流的设备上打开“我的照片流”。

 • 接着，使用 iOS 设备拍摄照片，或将某些照片从数码相机导入到 Mac、iPad 或 Windows 电脑。

 • 照片会自动上传到 iCloud，然后被推送到其他设备（通过 Wi-Fi 网络或以太网）。 

联机共享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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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照片将显示在每个设备的“我的照片流”中：iOS 设备的“照片”应用程序中，Mac 的 iPhoto 或 Aperture 
中，或 Windows 电脑的“图片”文件夹中。

拍照

使用 iOS 设备拍照。或
者将照片从数码相机导

入到 Mac 或 PC。
iCloud 会储存它
在您拍照或导入新照

片后， 新照片会自动
发送到 iCloud。

将它推送到设备

照片会自动出现在

设备上。

“我的照片流”全自动。但是，如果您拥有 Mac，则可以在 iPhoto 或 Aperture 中设置“我的照片流”时，选择
关闭自动上传。如果定期导入大量照片，这会很有用。

上传到“我的照片流”中的照片会储存在 iCloud 中达 30 天，这样您就有充分的时间来连接您的设备，并下载
这些照片。您的 iOS 设备会在“我的照片流”相簿中保存最近 1000 张照片的滚动集合。若要永久保留 iOS 设
备上的这些照片，您可以将它们存储到您设备的相机胶卷或其他相簿。相对于 iOS 设备而言，您的 Mac 和 PC 
的储存空间要大得多，因此您可以选择把“我的照片流”中的所有照片都自动下载到电脑中。 

【注】“我的照片流”可兼容高达 100 MB 的 TIFF 文件、高达 50 MB 的 JPEG 文件、高达 100 MB 的 RAW 
文件（采用支持的格式）以及高达 50 MB 的 PNG 文件。

设置 iCloud 帐户
若要使用“我的照片流”，您必须设置免费的 iCloud 帐户。借助活跃 iCloud 帐户，可以设定 Aperture 资料
库作为所有照片流照片的主储存库。您还可以选取想要从“我的照片流”中下载到 Aperture 的照片，以及 
Aperture 资料库中您想要上传到“我的照片流”中的特定照片。

【注】您必须具备互联网连接才能设置 iCloud 帐户。

首次设置 iCloud 帐户
 1 在 Aperture 的“资料库”检查器中，选择“iClou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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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点按“使用 iCloud”按钮，然后在显示的对话框中点按“继续”。

 3 在“系统偏好设置”窗口的“iCloud”面板中，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输入 Apple ID 和密码，然后点按“登录”。

【注】如果忘记了 Apple ID 和密码，请点按“忘记了密码吗？”链接，然后按照屏幕指示进行操作。

 • 点按“创建 Apple ID”，然后按照屏幕指示进行操作。

【注】有关设置 iCloud 帐户的更多信息，请参阅“帮助中心”。

您现在可以返回到 Aperture，以开始使用“我的照片流”。

打开“我的照片流”用于 Aperture 资料库
打开或关闭“我的照片流”

 1 选取“Aperture”>“偏好设置”，然后点按“iCloud”。

 2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若要打开“我的照片流”：选择“我的照片流”复选框。

 • 若要关闭“我的照片流”：取消选择“我的照片流”复选框，然后点按显示的对话框中的“关闭”。

选择或取消选择此复选框

以针对此资料库打开或关

闭“我的照片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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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我的照片流”切换到其他 Aperture 资料库
“我的照片流”设计为一次处理一个 Aperture 资料库或 iPhoto 图库。切换资料库时，iPhoto 将提示您设
定“我的照片流”，以仅与新资料库共享照片。“我的照片流”和共享的照片流中的照片将从该处推送到新资料

库。但是，轻松即可切换 iCloud 用于上传和下载照片的资料库。

【重要事项】如果在 iPhoto 中打开“我的照片流”，则在 Aperture 中打开“我的照片流”将针对 iPhoto 图
库关闭“我的照片流”。“我的照片流”中的照片将不再推送到 iPhoto 图库。

 1 打开您想要用于“我的照片流”的 Aperture 资料库。

【注】有关切换 Aperture 资料库的说明，请参阅第 55 页查看其他资料库。  

 2 在“资料库”检查器的“已共享”部分中，选择“iCloud”。

 3 点按“使用 iCloud”按钮，然后在显示的对话框中点按“切换”。

这将为您切换到的 Aperture 资料库打开“我的照片流”，同时为当前资料库关闭“我的照片流”。从“我的照片
流”下载的新照片将显示在“我的照片流”处于打开状态的资料库中，且仅将该资料库中的照片自动上传到“我

的照片流”。

有关将资料库设定为自动将照片上传到“我的照片流”的信息，请参阅第 393 页在 Aperture 和“我的照片流”
之间自动传输照片。

在 Aperture 和“我的照片流”之间自动传输照片
针对 Aperture 资料库打开“我的照片流”时，Aperture 将设定为自动将照片上传到“我的照片流”和从中下
载照片。但是，您可以打开和关闭这些设置。将 Aperture 设定为自动从“我的照片流”下载照片时，新照片将
导入名为“[年份] [月份] 照片流”的项目中。将 Aperture 设定为自动将照片上传到“我的照片流”时，将在导入 
Aperture 时自动上传照片。

【注】若要在 Aperture 和“我的照片流”之间传输照片，必须具备互联网连接。

将 Aperture 设定为自动将照片上传到“我的照片流”和从中下载照片
 1 选取“Aperture”>“偏好设置”，然后点按“iCloud”按钮。

 2 选择“我的照片流”复选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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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执行以下一项或两项操作：

 • 若要将 Aperture 设定为自动从“我的照片流”下载照片：请选择“自动导入”复选框。

【注】如果最近切换了资料库或关闭了“自动导入”功能，则仅自动将添加到“我的照片流”的新照片下载到 
Aperture 资料库。如果您想要导入“我的照片流”中的现有照片，则必须手动下载它们。有关更多信息，请参
阅第 394 页在 Aperture 和“我的照片流”之间手动传输照片。  

 • 若要将 Aperture 设定为在将照片导入到 Aperture 资料库时自动将照片上传到“我的照片流”：请选择“
自动上传”复选框。

除非您先删除照片，否则照片将在 iCloud 中保留 30 天，然后自动移除。

在 Aperture 和“我的照片流”之间手动传输照片
您可以选取 Aperture 资料库中要上传到“我的照片流”的照片。您还可以手动从“我的照片流”中仅下载您想
要储存在 Aperture 资料库中的照片。

【注】若要在 Aperture 和“我的照片流”之间传输照片，必须具备互联网连接。

手动将照片上传到“我的照片流”

 1 在“资料库”检查器中，选择包含您想要上传到“我的照片流”的照片的项目。

 2 在浏览器中，选择您想要上传到“我的照片流”的照片，然后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选取“文件”>“共享”>“iCloud”。

 • 从工具栏的“共享”弹出式菜单中选取“iCloud”。

 • 将照片拖移到“资料库”检查器中的“iCloud”项。

 3 在 iCloud 对话框中，从“流”弹出式菜单中选取“我的照片流”，然后点按“好”。

照片将上传到 iCloud 并立即推送到连接着您的 iCloud 帐户的 iOS 设备上。除非您先删除照片，否则照片将
在 iCloud 中保留 30 天，然后自动移除。

手动从“我的照片流”中下载照片

 1 在“资料库”检查器中，选择“iCloud”，然后连按“我的照片流”。

 2 选择您想要从“我的照片流”中下载的照片，然后将其拖移到“资料库”检查器中的项目或相簿。

“我的照片流”中的照片将下载到 Aperture 的指定项目中，并永久储存在 Mac 上，除非手动删除它们。有关
删除 Aperture 中的图像的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53 页使用 Aperture 废纸篓。

关于在多台 Mac 上打开“我的照片流”
您可以在多台 Mac 上针对相同的 iCloud 帐户打开“我的照片流”。在多台 Mac 上打开“我的照片流”并将照
片上传到“我的照片流”时，会上传包括来自 iPhoto 的事件信息或来自 Aperture 的项目信息和层级。如果接
收应用程序在“iCloud”偏好设置中打开了“自动导入”，则将通过以下一种方法传递事件或项目信息：

 • 照片从 iPhoto 上传到一台 Mac 并推送到另一台 Mac 上的 iPhoto：如果将照片推送到的 iPhoto 图库包
含照片源自的事件的重复项，则即使已给事件重新命名，照片也将放在该事件中。如果同一事件未显示在将

照片推送到的 iPhoto 图库中，则将创建新事件并按照片的原始事件给其命名。

 • 照片从 iPhoto 上传到一台 Mac 并推送到另一台 Mac 上的 Aperture：这将在 Aperture 资料库中创建新
项目，并按照片源自的 iPhoto 事件给其命名。

 • 照片从 Aperture 上传到一台 Mac 并推送到另一台 Mac 上的 iPhoto：这将在 iPhoto 图库中创建新事
件，并按 Aperture 资料库中照片的直接父项给其命名。例如，照片源自名为“旅行”的项目的顶层时，将在 
iPhoto 中创建新旅行事件。如果照片源自名为“2011 年圣诞节”的相簿且此项目位于另一个相簿或项目内，
则新 iPhoto 事件将按“2011 年圣诞节”相簿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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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照片从 Aperture 上传到一台 Mac 并推送到另一台 Mac 上的 Aperture：如果将照片推送到的 Aperture 
资料库包含照片源自的项目或项目的重复项，则即使项目及任何下级文件夹和相簿已重新命名或重建，照片

也将放在该项目或相簿中。如果将照片推送到的 Aperture 资料库中不存在该项目或其相簿，则将复制项目
层级并将照片放在其原始位置。

【注】将照片推送到 iPhoto 或 Aperture 时，iCloud 会将照片下载到与原始事件或项目具有相同的通用唯一
标识符 (UUID) 的 iPhoto 事件和 Aperture 项目中。如果使用与其他资料库中的事件或项目相同的名称手动
创建 iPhoto 事件或 Aperture 项目，则不会将这些事件或项目识别为匹配项。若要创建匹配事件或项目，必须
从一个资料库中拷贝它们并将其与其他事件或项目合并。

关于将 RAW 文件上传到“我的照片流”
导入到 Aperture 的 RAW 文件可以上传到“我的照片流”并在 iOS 设备上查看。RAW 文件图像上传的方式取
决于 RAW 文件导入到 Aperture 的方式以及是否应用了任何调整。

【注】通过“我的照片流”上传 RAW 照片时，将创建优化的 JPEG 副本并将其添加到照片流。有关更多信息，
请参阅第 390 页“我的照片流”概述。

RAW 图像状态 RAW 图像上传到“我的照片流”的方式

未应用任何调整的 RAW 图像 RAW 文件将上传到“我的照片流”。

应用了调整的 RAW 图像 预览图像的 JPEG 文件将上传到“我的照片流”。

有关预览图像的信息，请参阅第 443 页预览图像概述。

RAW+JPEG 图像对 上传的文件由 RAW + JPEG 对中最前面的文件确定。

有关 RAW + JPEG 对导入设置的信息，请参阅第 39 页导入 
RAW + JPEG 图像对。

使用 iCloud 与他人共享照片

iCloud 照片共享概述
通过共享照片流，您可以轻松地与生命中的重要人士分享最新照片和视频片段。被邀请人必须具有 iCloud 帐
户才能加入共享的照片流，从而才能从设置了“iCloud 照片共享”的任何设备查看、“喜欢”照片和视频片段
并为其添加注释。您也可以设置共享的照片流，这样他人可以发布他们自己的照片和视频片段。系统会给没有 
iCloud 帐户的被邀请人发送一个网页链接，以查看共享的照片；但是，他们不能对照片添加注释。

以下是共享的照片流的工作原理：

 • 首先，在想要用来创建或查看共享的照片流的 Apple 设备上设置“iCloud 照片共享”。

 • 接着，在 iOS 设备上选择一张照片或一个视频或在 Aperture 资料库或 iPhoto 图库中选择一个项目。

 • 创建共享的照片流以与朋友共享您的项目。

您的朋友最初是收到邀请他们订阅您共享的照片流的电子邮件。他们接受后，该流将显示在其 iOS 设备上或 
Aperture 和 iPhoto 内。共享在该照片流中的所有后续项目会自动显示在订阅者的 Apple 设备上。

 • 您和您的朋友可以评论和喜欢共享的项目，以及回复评论。如果您将共享的照片流设置为允许他人共享项

目，那么您的朋友甚至可以共享他们自己的照片或视频片段。

如果有新的照片、视频片段和注释，iOS 设备上和 OS X 中的通知会提醒您和您的朋友。 

【注】iCloud“照片共享”要求 OS X Mountain Lion v10.8.2 或更高版本。iCloud“照片共享”一次只能与一
个资料库关联。切换资料库时，Aperture 将提示您设定共享的照片流，以仅与新资料库共享照片。共享的照片
流中的照片将从那一刻起推送到新资料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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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Aperture 中打开 iCloud 照片共享
您可以打开或关闭“iCloud 照片共享”，而不影响“我的照片流”。

在 Aperture 中打开和关闭 iCloud“照片共享” 
 1 选取“Aperture”>“偏好设置”，然后点按“iCloud”。

 2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若要打开 iCloud“照片共享”：请选择“照片共享”复选框。

 • 若要关闭 iCloud“照片共享”：请取消选择“照片共享”复选框。

在 Aperture 中关闭“iCloud 照片共享”后，您还可以继续使用其他 Apple 设备将照片添加到共享的照片流
中以及将照片从中移除。

创建共享的照片流
您可以轻松创建照片流来共享照片和视频片段。您还可以查看已经共享的项目。

创建共享的照片流

 1 选择要共享的项目，然后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选取“文件”>“共享”>“iCloud”。

 • 从工具栏的“共享”弹出式菜单中选取“iCloud”。

 2 在 iCloud 对话框中，从“流”弹出式菜单中选取“新建共享的流”。

 3 在“收件人”栏，键入被邀请人的电子邮件地址。

若要允许被邀请人从 iOS 设备访问共享的照片流，必须提供与他们的 iCloud 帐户相关联的电子邮件地址。

 4 在“名称”栏中，键入照片流的名称。

 5 如果想要被邀请人可以将他们自己的照片和视频片段发布到流，请选择“订阅者可以发布”复选框。

 6 如果您想要与没有 Apple 设备的人员共享照片流，请选择“公共网站”复选框。

【注】在 Web 上查看共享的照片流的人员不能对照片添加注释。他们也不能查看您或使用 Apple 设备订阅
您共享的照片流的其他人发布的注释。如果您想要让没有 Apple 设备的人员查看添加到照片的第一条注释，
必须先发布注释，再邀请相关人员查看共享流。

 7 点按“好”。

系统会给您的被邀请人发送一封通知电子邮件，以及要求他们订阅您共享的照片流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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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共享的照片流中的照片

 1 在“资料库”检查器的“已共享”部分中，选择“iCloud”。

我的照片流

您所创建和共享

的照片流

您订阅的照片流

 2 若要查看照片流的内容，请连按其缩略图。

停止共享照片流

如果您想要停止共享照片流，只需删除它。

【警告】删除共享的照片流时，将立即从订阅者的设备中移除它。如果您认为订阅者可能想要保留部分照片

或视频片段，则应该先提醒他们存储这些项目，再删除共享的照片流。

 1 在“资料库”检查器的“已共享”部分中，选择“iCloud”。

 2 选择要停止共享的照片流，然后按下 Command-Delete 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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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共享的照片流中添加、移除和编辑项目
您可以添加和移除所创建的共享的照片流中的照片和视频片段。您还可以更新共享流中的项目。

将照片和视频片段添加到共享的照片流

 1 选择您想要添加到“我的照片流”或共享的照片流的项目，然后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选取“文件”>“共享”>“iCloud”。

 • 从工具栏的“共享”弹出式菜单中选取“iCloud”。

 2 在 iCloud 对话框中，从“流”弹出式菜单中选取共享的照片流，然后点按“好”。

移除共享的照片流中的照片和视频片段

 1 在“资料库”检查器的“已共享”部分中，选择“iCloud”。

 2 连按包含您想要移除的项目的共享的照片流。

 3 选择要移除的项目，然后按下 Delete 键。

 4 点按“删除照片”。

替换共享的照片流中的照片或视频

如果在共享的照片流中共享照片或视频，然后更改项目或将图像调整应用到该项目，新更改的项目不会自动显

示在共享的照片流中。您可以将调整后的项目连同其较旧的版本一起添加到现有的照片流，或者可以删除较旧

的版本并用更新的项目来替换它。

 1 在“资料库”检查器的“已共享”部分中，选择“iCloud”。

 2 连按包含您想要替换的项目的共享的照片流。

 3 选择要替换的照片或视频，按下 Delete 键，然后点按出现的对话框中的“删除照片”。

 4 在“资料库”检查器中，选择包含更新照片的项目，然后选择该项。

 5 从工具栏的“共享”弹出式菜单中选取“iCloud”。

“iCloud”对话框将出现。

 6 在“流”弹出式菜单中，选取包含要替换的照片的共享的照片流，然后点按“好”。

更新的照片或视频会替换刚移除的项目。

在 Aperture 中管理订阅您的共享的照片流的用户
您可以随时在您共享的照片流中添加和移除订阅者。

【警告】如果打算将订阅者从共享的照片流中移除，并认为该订阅者可能想保留共享流中的某些照片或视频

片段，您需要先提醒该订阅者存储这些项目，然后再将该订阅者从订阅列表中移除。移除订阅者后，共享流连

同其中的所有项目会立即从订阅者的 Apple 设备上移除。

添加和移除共享的照片流的订阅者

 1 在“资料库”检查器的“已共享”部分中，选择“iCloud”。

 2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67% resize factor



 第 12 章：联机共享照片 399

 • 将指针移到共享的照片流的缩略图上，然后点按“信息”按钮 。

点按“信息”按钮以打开“照片流”
对话框。

 • 连按共享的照片流的缩略图，然后从工具条的“iCloud”弹出式菜单中选取“信息”。

 3 在对话框中，执行以下任一项或两项操作：

 • 若要邀请新订阅者：在“订阅者”栏中键入被邀请人的电子邮件地址。

 • 若要移除订阅者：在“订阅者”栏中选择订阅者的电子邮件地址，然后点按“取消订阅”。

 4 点按“好”。

如果邀请新联系人查看共享的照片流，则会发送电子邮件和通知，请求该联系人订阅共享的照片流。如果将现

有的订阅者从共享的照片流中移除，共享的照片流会从该订阅者的 Apple 设备上立即移除。如果您想要重新
邀请订阅者观看您共享的照片流，请从“共享给”栏中删除该订阅者的电子邮件地址，然后再次添加电子邮件。

在 Aperture 中订阅共享的照片流
如果您具有 iCloud 帐户，则可以订阅您的家人和朋友邀请您加入的共享的照片流。接受后，即可在所有 
Apple 设备（包括 Mac）上查看照片和视频片段。您也可以标记您喜欢的照片并对照片添加注释。如果照片流
的创建者打开了“订阅者可以发布”功能，您也可以将项目发布到共享的照片流。如果您想要使用订阅的共享的

照片流中的照片，则可以将照片导入 Aperture 资料库，然后根据需要调整照片。您可以随时从共享的照片流
取消订阅。

订阅共享的照片流

若要订阅共享的照片流，只需接受邀请。共享的照片流邀请通过电子邮件和通知发送。

 1 在“资料库”检查器的“已共享”部分中，选择“iCloud”。

 2 将指针移到共享的照片流的缩略图上，然后点按“接受”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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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想订阅共享的照片流，请点按“拒绝”按钮。

点按来接受或拒绝

共享的照片流邀请。

您订阅的共享的照片流显示在 iCloud 视图的下半部分。共享的照片流名称旁边的蓝点表示已在照片流中添加
新的照片或视频片段或已在其中一张照片中添加新注释。此外，一个数字将显示在 Dock 中 Aperture 图标的
上方，指明已将新照片和注释与您共享。

蓝色圆点表示新添加

的照片或评论。

取消订阅共享的照片流

如果想要取消订阅照片流，只需删除它即可。

【警告】从共享的照片流取消订阅时，将立即从您的所有设备删除共享流中包含的照片。如果您想要保留某

些项目，则应该先将其导入 Aperture 资料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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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在“资料库”检查器的“已共享”部分中，选择“iCloud”。

 2 选择要取消订阅的照片流，然后按下 Command-Delete 键。

将照片和视频片段添加到共享的照片流

 1 选择您想要添加到共享的照片流的项目，然后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选取“文件”>“共享”>“iCloud”。

 • 从工具栏的“共享”弹出式菜单中选取“iCloud”。

 2 在 iCloud 对话框中，从“流”弹出式菜单中选取共享的照片流，然后点按“好”。

对共享的照片流中的照片添加注释或表示“喜欢”

 1 在“资料库”检查器的“已共享”部分中，选择“iCloud”。

 2 连按包含您想要表示喜欢或添加注释的照片或视频的共享的照片流。

 3 选择该项目。

 4 在“信息”检查器中，从“元数据视图”弹出式菜单中选取“注释”，然后执行以下任一项或两项操作：

 • 若要喜欢照片：点按“喜欢”按钮（带笑脸）。

点按“喜欢”按钮可对照片
表示“喜欢”。

 • 若要对照片添加注释：请在文本栏中键入注释，然后点按“发布”。

您对共享流中的项目表示喜欢或添加注释后，则会向照片流的创建者和订阅者的所有 Apple 设备发送该信
息。您可以删除添加给项目的注释，方法是将鼠标指针放在注释上，然后点按出现的“删除”按钮。

存储您订阅的共享的照片流中的照片

共享的照片流中的照片和视频片段只能查看。但是，您可以将共享的项目导入 Aperture 资料库、应用图像调
整、共享更新的项目以及将其添加到幻灯片显示和相册。

 1 在“资料库”检查器的“已共享”部分中，选择“iCloud”。

 2 连按包含您想要存储的项目的共享流。

 3 选择照片或视频片段。

 4 通过执行以下一项操作来导入项目：

 • 将照片拖到“资料库”检查器中的项目中。

 • 在“调整”检查器的直方图区域中，点按“导入照片”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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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电子邮件发送照片
尽管不是传送未压缩或大型图像文件的最佳方法，但电子邮件提供了传送照片的快捷方法。Aperture 包含的
三个导出预置（“电子邮件（小）”、“电子邮件（中）”和“电子邮件（原始大小）”）可用于创建方便通过电子邮件

发送的压缩 JPEG 文件。您可以指定要使用的电子邮件应用程序以及导出预置，然后直接从 Aperture 中将照
片发送到电子邮件应用程序。

您也可以导出照片并在稍后将它们附加到电子邮件信息。

指定 Aperture 将使用的电子邮件应用程序和电子邮件导出预置
 1 选取“Aperture”>“偏好设置”，或按下 Command-逗号键 (,)，然后点按“导出”。

 2 在“偏好设置”窗口的“导出”面板中，从“用电子邮件发送”弹出式菜单中选取您想要使用的电子邮件应用 
程序。

 3 若要指定准备照片以供电子邮件传输时 Aperture 将使用的导出预置，请从“用电子邮件发送照片导出预置”
弹出式菜单中选取预置。

如果预置均不满足需求，请从“用电子邮件发送照片导出预置”弹出式菜单中选取“编辑”，然后创建新导出 
预置。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328 页处理导出预置。

将照片直接发送到电子邮件应用程序

 1 选择要发送的照片。

 2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选取“文件”>“共享”>“电子邮件”（或按下 Option-E 键）。

 • 从工具栏的“共享”弹出式菜单中选取“电子邮件”。

照片将直接导出到电子邮件应用程序。

【注】在尝试用电子邮件发送照片之前，了解电子邮件客户端支持的最大文件大小。如果导出的照片超过此最

大文件大小，请考虑使用 FTP 软件或其他文件共享技术传送照片。

导出稍后要附加到电子邮件的照片

 1 选择要导出的照片。

 2 选取“文件”>“导出”>“版本”（或按下 Shift-Command-E 键）。

 3 浏览到要放置导出的照片的位置。

 4 从“导出预置”弹出式菜单中选取图像文件格式。

 5 从“名称格式”弹出式菜单中选取文件的名称格式。

 6 准备好导出文件时，点按“导出版本”。

您现在可以打开电子邮件应用程序并附加导出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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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照片发布到 Flickr、Facebook 和 SmugMug

使用 Flickr、Facebook 和 SmugMug 共享照片概述
您可以在 Aperture 中创建 Flickr、Facebook 和 SmugMug 相簿来收集照片以在 
www.flickr.com、www.facebook.com 和 www.smugmug.com 上发布。Aperture 中的 Flickr 相
簿、Facebook 相簿和 SmugMug 相簿中的照片会自动导出和发布到您的 Flickr 帐户、Facebook 帐户和 
SmugMug 帐户。

第一次创建 Flickr 相簿、Facebook 相簿或 SmugMug 相簿时，Aperture 会提示您输入帐户信息。如果您没
有帐户，则可以创建一个。 

您还可以在 Aperture 中将照片发布到多个 Flickr 帐户、Facebook 帐户或 SmugMug 帐户。您的帐户出现
在“资料库”检查器的“已共享”部分。选择一个帐户以查看其相簿。

准备好现有的 Flickr 相簿、Facebook 相簿或 SmugMug 相簿后，您就可以继续将照片发布到 Web 帐户。从
其他软件应用程序、您的 Web 浏览器或移动设备发布到您的 Web 帐户的任何照片会自动出现在 Aperture 
中它们各自的相簿中。 

您还可以让 Aperture 检查您的在线帐户以获取新的照片、新的 Flickr 相片集、Facebook 相簿或 
SmugMug 画廊并将它们下载到 Aperture 中。

【注】Flickr 相簿不是为发布到您的 Flickr Photostream 的照片和视频片段创建的。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第 403 页在 Aperture 中设置 Flickr 帐户、Facebook 帐户或 SmugMug 帐户。  

在 Aperture 中设置 Flickr 帐户、Facebook 帐户或 SmugMug 帐户
若要将您的 Aperture 资料库中的照片与 Flickr、Facebook 以及 SmugMug 共享，您需要创建 Flickr 
相簿、Facebook 相簿以及 SmugMug 相簿。创建 Web 相簿的第一步是输入您的 Flickr 帐户详细信
息、Facebook 帐户详细信息以及 SmugMug 帐户详细信息。您只需执行此操作一次。输入您的帐户详细信息
后，Aperture 会将该信息安全地储存在 OS X 用户帐户的安全钥匙串中。之后，您可以创建尽可能多的 Flickr 
相簿、Facebook 相簿以及 SmugMug 相簿，并在有互联网连接的时候发布相簿中的照片。您还可以发布到多
个 Flickr 帐户、Facebook 帐户或 SmugMug 帐户。

【重要事项】将 Aperture 资料库中的照片与您的 Flickr、Facebook 或 SmugMug 共享需要互联网连接。

第一次发布到 Web 相簿时，Aperture 会要求您登录您的 Flickr 帐户、Facebook 帐户或 SmugMug 帐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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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录 Flickr 并创建一个新的 Flickr 相簿
 1 在 Aperture 中，选择一组照片或视频。

【注】如果您具有基本的 Flickr 帐户，您一次只可以上传一个视频文件到你的 Flickr 相片集。

 2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选取“文件”>“共享”>“Flickr”。

 • 从工具栏的“共享”弹出式菜单中选取“Flickr”。

 3 在出现的对话框中，点按“设置”。

 4 在 Flickr 帐户登录页面中，执行以下操作：

 a 输入您的 Yahoo!ID。

 b 输入您的密码。

 5 点按“登录”。

一个新页面会在 Flickr 中打开，询问您是否想要 Aperture Uploader 链接到您的 Flickr 帐户。

 6 点按“好，我将授权给它”按钮，然后切换回 Aperture。

Aperture 中会出现一个新对话框，其中的控制用于创建新的 Flickr 相片集，以及用于设定对您的 Flickr 页面
的访问限制。

 7 执行以下操作：

 a 如果您具有多个 Flickr 帐户，请从“Flickr 帐户”弹出式菜单中选取要发布到的帐户。

 b 从“相片集”弹出式菜单中选取“新建相片集”。

 c 在“相片集名称”栏中为您的 Flickr 相片集取个名称。

 d 在“照片观众”弹出式菜单中，选取一种访问级别来设定哪些人可以查看您的 Flickr 相片集。

 e 在“照片大小”弹出式菜单中，选取是否要调整照片大小并进行优化以用于发布。

 8 点按“发布”。

Aperture 将您的 Flickr 帐户信息安全地存储到您的 OS X 用户帐户的钥匙串中，然后将您的相簿发布到 
Flickr。表示在线 Flickr 相片集的新的 Flickr 相簿也会显示在 Aperture 中。若要查看该相簿，请选择“资料
库”检查器的“共享的”部分中的 Flickr 帐户。若要发布附加照片到您的 Flickr 相片集，请参阅第 413 页更新
您的 Flickr、Facebook 和 SmugMug 相簿。

您还可以使用“信息”检查器来查看特定的 Flickr 帐户和照片发布到的相片集，以及照片的发布时间。有关更
多信息，请参阅第 180 页在信息检查器和检查器 HUD 中修改元数据。

将照片或视频上传到您的 Flikr 帐户
在 Aperture 中首次登录 Flikr 后，您可以将照片和视频片段发布到新的相片集、现有的相片集以及 Flickr 
Photostream。

 1 在 Aperture 中，选择某个照片或视频。

【注】如果您具有基本的 Flickr 帐户，您一次只可以上传一个视频文件到你的 Flickr Photostr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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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选取“文件”>“共享”>“Flickr”。

 • 从工具栏的“共享”弹出式菜单中选取“Flickr”。

 3 在出现的对话框中，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若要为项目创建新的相片集，请从“相片集”弹出式菜单中选取相片集的名称。键入相片集的名称，选取谁可

以查看照片，然后选取照片大小。

 • 若要将项目添加到现有的相片集，请从“相片集”弹出式菜单中选取现有的相片集。 

 • 若要将项目添加到 Flikr Photostream，请从“相片集”弹出式菜单中选取“Photostream”。选取谁可以查
看照片，然后选取照片大小。

 4 点按“发布”。

Aperture 会将您的 Flickr 帐户信息安全地存储到您的 OS X 用户帐户的钥匙串中，然后将您的照片或视频发
布到您的 Flickr Photostream。

您还可以使用“信息”检查器来查看特定的 Flickr 帐户，以及照片或视频的发布时间。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第 180 页在信息检查器和检查器 HUD 中修改元数据。

登录 Facebook 并创建一个新的 Facebook 相簿
 1 在 Aperture 中，选择一张照片或一组照片。

 2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选取“文件”>“共享”>“Facebook”。

 • 从工具栏的“共享”弹出式菜单中选取“Facebook”。

 3 在出现的对话框中，执行以下操作：

 a 输入您的电子邮件地址。

 b 输入您的密码。

 c 选择“我同意 Facebook 的条款”。

 d 点按“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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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在出现的对话框中，执行以下操作：

 a 如果您具有多个 Facebook 帐户，请从“Facebook 帐户”弹出式菜单中选取要发布到的帐户。

 b 从“相簿”弹出式菜单中选取“新建相簿”。

 c 在“相簿名称”栏中为您的 Facebook 相簿取个名称。

 d 在“照片观众”弹出式菜单中，选取一种访问级别来设定哪些人可以查看您的 Facebook 相簿。

 e 点按“发布”。

Aperture 将您的 Facebook 帐户信息安全地存储到您的 OS X 用户帐户的钥匙串中，然后将您的相簿发布到 
Facebook。新的 Facebook 相簿也会显示在 Aperture 中。若要查看该相簿，请选择“资料库”检查器的“共
享的”部分中的 Facebook 帐户。

【注】如果该 Facebook 相簿有更改或当您创建新的 Facebook 相簿时，您将不再需要登录您的 Facebook 
帐户。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413 页更新您的 Flickr、Facebook 和 SmugMug 相簿。  

将照片或视频上传到您的 Facebook 帐户
在 Aperture 中首次登录 Facebook 后，您可以将照片和视频片段发布到新的相簿和现有的相簿，并将单张照
片或单个视频片段上传到 Facebook 时间线。

 1 在 Aperture 中，选择照片或视频。

【注】您一次只可以上传一个照片文件或视频文件到您的 Facebook 时间线。

 2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选取“文件”>“共享”>“Facebook”。

 • 从工具栏的“共享”弹出式菜单中选取“Facebook”。

 3 在出现的对话框中，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若要将项目发布到新的相簿，请从“相簿”弹出式菜单中选取“新建相簿”。在“相簿名称”方框中键入相簿名

称，然后从“照片观众”弹出式菜单中选取谁可以查看这些项目。

 • 若要将项目发布到现有的 Facebook 相簿，请从“相簿”弹出式菜单中选取相簿名称。 

 • 若要将单个项目发布到时间线，请从“相簿”弹出式菜单中选取“时间线”。在“注释”方框中键入注释（如果

需要）。

 4 点按“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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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erture 会将您的 Facebook 帐户信息安全地存储到您的 OS X 用户帐户的钥匙串中，然后将您的照片或视
频，与您的注释一起发布到您 Facebook 帐户的时间线。您朋友在 Facebook 上发布的有关您的照片（且该照
片已在 Aperture 中选定）的任何注释均会出现在“信息”检查器中。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180 页在信息检
查器和检查器 HUD 中修改元数据。

登录 SmugMug 并创建一个新的 SmugMug 相簿
 1 在 Aperture 中，选择一张照片或一组照片。

 2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选取“文件”>“共享”>“SmugMug”。

 • 从工具栏的“共享”弹出式菜单中选取“SmugMug”。

 3 在出现的对话框中，点按“设置”。

 4 在 SmugMug 帐户登录页面中，执行以下操作：

 a 输入您的电子邮件地址。

 b 输入您的密码。

 c 选择“记住我”复选框。

选择此复选框会保持您的登录状态，这样每次要将照片发布到您的 SmugMug 帐户时，您都不需要登录 
SmugMug。

 5 点按“登录”。

 6 点按“下一步”。

一个新页面会在 SmugMug 中打开，询问您是否想要 Aperture Uploader 链接到您的 SmugMug 帐户。

 7 点按“好，我将授权给它”按钮，然后切换回 Aperture。

Aperture 中会出现一个新对话框，其中的控制用于创建新的 SmugMug 画廊，以及用于设定对您的 
SmugMug 页面的访问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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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执行以下操作：

 a 如果您具有多个 SmugMug 帐户，请从“SmugMug 帐户”弹出式菜单中选取要发布到的帐户。

 b 从“画廊”弹出式菜单中选取“新建画廊”。

 c 在“画廊名称”栏中为您的 SmugMug 画廊取个名称。

 d 添加描述，然后选取照片的缩略图大小以及隐私设置。

 e 在“画廊密码”栏中键入画廊的密码。

 9 点按“发布”。

Aperture 将您的 SmugMug 帐户信息安全地存储到您的 OS X 用户帐户的钥匙串中，然后将您的相簿发布
到 SmugMug。新的 SmugMug 相簿也会显示在 Aperture 中。若要查看该相簿，请选择“资料库”检查器
的“共享的”部分中的 SmugMug 帐户。

【注】如果该 SmugMug 相簿有更改或当您创建新的 SmugMug 相簿时，您将不再需要登录您的 
SmugMug 帐户。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413 页更新您的 Flickr、Facebook 和 SmugMug 相簿。  

将照片和视频上传到您的 SmugMug 帐户
在 Aperture 中首次登录 SmugMug 后，您可以将照片和视频发布到新的画廊和现有的画廊。

 1 在 Aperture 中，选择要上传到 SmugMug 的项目。

 2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选取“文件”>“共享”>“SmugMug”。

 • 从工具栏的“共享”弹出式菜单中选取“SmugMug”。

 3 在出现的对话框中，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若要将照片或视频发布到新的画廊，请从“画廊”弹出式菜单中选取“新建画廊”。在“画廊名称”方框中键入

画廊的名称，并指定是否想要将项目放在文件夹中。添加描述（如果需要），然后选取项目的缩略图大小以及

隐私设置。输入画廊的密码（如果需要）。

 • 若要将项目发布到现有的“画廊”相簿，请从“画廊”弹出式菜单中选取画廊名称。 

 4 点按“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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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erture 将您的 SmugMug 帐户信息安全地存储到您的 OS X 用户帐户的钥匙串中，然后将您的相簿发布
到 SmugMug。新的 SmugMug 相簿也会显示在 Aperture 中。若要查看该相簿，请选择“资料库”检查器
的“共享的”部分中的 SmugMug 帐户。

【注】如果该 SmugMug 相簿有更改或当您创建新的 SmugMug 相簿时，您将不再需要登录您的 
SmugMug 帐户。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413 页更新您的 Flickr、Facebook 和 SmugMug 相簿。  

创建和删除 Flickr、Facebook 和 SmugMug 相簿
当您设置好帐户信息并创建了第一个 Web 相簿后，创建新的 Flickr 相簿、Facebook 相簿或 SmugMug 相
簿就轻而易举了。

您还可以随时在 Aperture 中删除 Web 相簿。

【警告】在 Aperture 中删除 Flickr 相簿、Facebook 相簿以及 SmugMug 相簿会永久删除对应的相片
集、相簿和在线画廊及其内容。如果要在 Aperture 中暂时移除帐户，但却让相簿和照片保留在您的 Web 
在线帐户中，您可以在 Aperture 中始终停用您的 Web 帐户。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414 页管理您的 
Flickr、Facebook 和 SmugMug 帐户。  

创建新的 Flickr 相簿以作为 Flickr 相片集发布
 1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在“资料库”检查器中，选择项目。

 • 在浏览器中，选择照片群组。

 2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选取“文件”>“共享”>“Flickr”。

 • 从工具栏的“共享”弹出式菜单中选取“Flickr”。

 3 在出现的对话框中，执行以下操作：

 a 如果您具有多个 Flickr 帐户，请从“Flickr 帐户”弹出式菜单中选取要发布到的 Flickr 帐户。

 b 从“相片集”弹出式菜单中选取“新建相片集”。

 c 在“相片集”栏中，给 Flickr 相片集命名。

 d 在“照片观众”弹出式菜单中，选取一种访问级别来设定哪些人可以查看您的 Flickr 相片集。

 e 在“照片大小”弹出式菜单中，选取一个图像大小选项。

 4 点按“发布”。

Aperture 将您的相簿作为 Flickr 相片集发布到 Flickr，并且新的 Flickr 相簿会显示在 Apertur 中。若要查
看该相簿，请选择“资料库”检查器的“共享的”部分中的 Flickr 帐户。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411 页查看 
Flickr、Facebook 和 SmugMug 相簿。

创建新的 Facebook 相簿
 1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在“资料库”检查器中，选择项目。

 • 在浏览器中，选择照片群组。

 2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选取“文件”>“共享”>“Facebook”。

 • 从工具栏的“共享”弹出式菜单中选取“Facebook”。

67% resize factor



 第 12 章：联机共享照片 410

 3 在出现的对话框中，执行以下操作：

 a 如果您具有多个 Facebook 帐户，请从“Facebook 帐户”弹出式菜单中选取要发布到的 Facebook 帐户。

 b 从“相簿”弹出式菜单中选取“新建相簿”。

 c 在“相簿名称”栏中，给 Facebook 相簿命名。

 d 在“照片观众”弹出式菜单中，选取一种访问级别来设定哪些人可以查看您的 Facebook 相簿。

 4 点按“发布”。

Aperture 将您的相簿发布到 Facebook，并且新的 Facebook 相簿会显示在 Apertur 中。若要查看该相
簿，请选择“资料库”检查器的“共享的”部分中的 Facebook 帐户。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411 页查看 
Flickr、Facebook 和 SmugMug 相簿。

创建新的 SmugMug 相簿
 1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在“资料库”检查器中，选择项目。

 • 在浏览器中，选择照片群组。

 2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选取“文件”>“共享”>“SmugMug”。

 • 从工具栏的“共享”弹出式菜单中选取“SmugMug”。

 3 在出现的对话框中，执行以下操作：

 a 从“画廊”弹出式菜单中选取“新建画廊”。

 b 在“画廊名称”栏中为您的 SmugMug 画廊取个名称。

 c 添加描述，然后选取想要的缩略图大小以及隐私设置。

 d 在“画廊密码”栏中键入画廊的密码。

 4 点按“发布”。

Aperture 将您的相簿发布到 SmugMug，并且新的 SmugMug 相簿会显示在 Aperture 中。若要查看该
相簿，请选择“资料库”检查器的“共享的”部分中的 SmugMug 帐户。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411 页查看 
Flickr、Facebook 和 SmugMug 相簿。

删除 Flickr 相簿、Facebook 相簿或 SmugMug 相簿
 1 在“资料库”检查器中，选择包含要删除的相簿的 Flickr 帐户、Facebook 帐户或 SmugMug 帐户。

 2 选择要删除的相簿。

 3 选取“文件”>“删除相簿”（或按下 Command-Delete 键）。

【注】命令名称会根据所选相簿的类型而不同。

 4 如果要在资料库中删除相簿之前以及在线删除相簿之前存储照片，请在出现的对话框中，选择“删除之前，请将
照片导入到您的资料库”复选框。

 5 点按“删除”。

选择的相簿会从 Aperture 资料库中删除，以及从在线 Web 帐户中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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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 Flickr、Facebook 和 SmugMug 相簿
您可以随时在 Aperture 中查看 Flickr 相簿、Facebook 相簿以及 SmugMug 相簿的内容。如果您不确定 
Web 相簿是否是最新，或者只是想检查您的网页，您可以在 Aperture 中访问已经发布的 Web 相簿。

在 Aperture 中查看 Flickr 相簿、Facebook 相簿或 SmugMug 相簿
 1 在“资料库”检查器的“已共享”部分，选择包含要查看的相簿的 Web 帐户。

所选 Web 帐户的相簿显示在“资料库”检查器的右侧。

 2 若要查看相簿的内容，请连按其缩略图。

Flickr 帐户

“Flickr”弹出式菜单

Flickr 相簿中
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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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您已发布的 Flickr 相片集
 1 在“资料库”检查器中，选择包含要访问的相簿的 Flickr 帐户。

 2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连按要访问的 Flickr 相簿，然后从工具条的“Flickr”弹出式菜单中选取“访问相片集”。

 • 按住 Control 键点按要访问的 Flickr 相簿，然后从快捷菜单中选取“访问相片集”。

您的 Web 浏览器会打开您的 Flickr 页面并显示您已发布的 Flickr 相片集。

访问您已发布的 Facebook 相簿
 1 在“资料库”检查器中，选择包含要访问的相簿的 Facebook 帐户。

 2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连按要访问的 Facebook 相簿，然后从工具条的“Facebook”弹出式菜单中选取“访问相簿”。

 • 按住 Control 键点按要访问的 Facebook 相簿，然后从快捷菜单中选取“访问相簿”。

您的 Web 浏览器会打开您的 Facebook 页面并显示您已发布的相簿。

访问您已发布的 SmugMug 画廊
 1 在“资料库”检查器中，选择包含要访问的相簿的 SmugMug 帐户。

 2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连按要访问的 SmugMug 相簿，然后从工具条的“SmugMug”弹出式菜单中选取“访问画廊”。

 • 按住 Control 键点按要访问的 SmugMug 相簿，然后从快捷菜单中选取“访问画廊”。

您的 Web 浏览器会打开您的 SmugMug 页面并显示您已发布的相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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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您的 Flickr、Facebook 和 SmugMug 相簿
随着您的 Flickr 相簿、Facebook 相簿以及 SmugMug 相簿的增多，您可以随时发布它们。Aperture 会检查
以查看哪些照片版本已经在相簿中发布，然后上传有更改的任何版本或任何新版本。您也可以让 Aperture 检
查以查看您的任何一个朋友是否已经发布了新的相簿到您的在线帐户。

将新照片发布到现有的 Flickr 相片集
 1 选择要发布到 Flickr 相片集的照片。

 2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选取“文件”>“共享”>“Flickr”。

 • 从工具栏的“共享”弹出式菜单中选取“Flickr”。

 • 将照片拖到“资料库”检查器的“已共享”部分中的 Flickr 帐户。

 3 在 Flickr 发布对话框中，执行以下操作：

 a 如果您具有多个 Flickr 帐户，请从“Flickr 帐户”弹出式菜单中选取要发布到的帐户。

 b 从“相片集”弹出式菜单中选取相簿的名称。

 c 在“照片观众”弹出式菜单中，选取一种访问级别来设定哪些人可以查看您的 Flickr 相片集。

 d 在“照片大小”弹出式菜单中，选取是否要调整照片大小并进行优化以用于发布。

 4 点按“发布”。

所选照片会上传到 Flickr 相片集。

将新照片发布到现有的 Facebook 相簿
 1 选择要发布到 Facebook 相簿的照片。

 2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选取“文件”>“共享”>“Facebook”。

 • 从工具栏的“共享”弹出式菜单中选取“Facebook”。

 • 将照片拖到“资料库”检查器的“已共享”部分中的 Facebook 帐户。

 3 在 Facebook 发布对话框中，执行以下操作：

 a 如果您具有多个 Facebook 帐户，请从“Facebook 帐户”弹出式菜单中选取要发布到的帐户。

 b 从“相簿”弹出式菜单中选取相簿的名称。

 4 点按“发布”。

选定的照片会上传到所选的 Facebook 相簿。

将新照片发布到现有的 SmugMug 画廊
 1 选择要发布到 SmugMug 画廊的照片。

 2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选取“文件”>“共享”>“SmugMug”。

 • 从工具栏的“共享”弹出式菜单中选取“SmugMug”。

 • 将照片拖到“资料库”检查器的“已共享”部分中的 SmugMug 帐户。

 3 在 SmugMug 发布对话框中，从“画廊”弹出式菜单中选取要发布到的画廊。

 4 点按“发布”。

选定的照片会上传到所选的 SmugMug 画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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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 Aperture 在线检查新的 Flickr 相片集、Facebook 相簿或 SmugMug 画廊
 m 在“资料库”检查器中，点按 Flickr 帐户、Facebook 帐户或 SmugMug 帐户名称右侧的“同步”按钮 。

任何在 Aperture 之外创建的新相片集、相簿或画廊会下载到“资料库”检查器中的该帐户。

让 Aperture 在线检查单个 Flickr 相簿、Facebook 相簿或 SmugMug 相簿的新内容
 1 在“资料库”检查器中，选择包含要更新的相簿的 Flickr 帐户、Facebook 帐户或 SmugMug 帐户。

 2  按住 Control 键点按要更新的相簿，然后从快捷菜单中选取“同步相簿”。

任何发布到相片集、相簿或在线画廊的新照片或视频片段都会显示在 Aperture 中的所选相簿中。连按相簿来
查看其内容。

管理您的 Flickr、Facebook 和 SmugMug 帐户
将相簿发布到 Facebook 后，您可以更改它的名称，以及更改哪些人可以查看它的限制。例如，如果您近
期在 Facebook 上发布了您最近的家庭休假的照片，并且您让该相簿对所有人可见，则可以使用工具条中
的“Facebook”弹出式菜单设为仅对朋友可见。

您也可以停用对 Flickr 帐户、 Facebook 帐户或 SmugMug 帐户的访问，然后在 Aperture 中随时再次启用
对它们的访问。在 Aperture 中停用 Web 帐户时，所有停用帐户的相簿会从 Aperture 中移除。但是，这些相
簿及其照片会被保留，仍出现于在线 Web 帐户中。

更改已发布的 Facebook 或 SmugMug 相簿的设置
 1 选择 Facebook 或 SmugMug 帐户，该帐户包含要更改其设置的相簿。

 2 连按 Facebook 或 SmugMug 相簿来打开它。

 3 在工具条中，从“Facebook”弹出式菜单中选取“设置”，然后在出现的对话框中指定新的设置。

 4 点按“更改设置”。

将多个 Flickr 帐户、Facebook 帐户以及 SmugMug 帐户添加到 Aperture
在 Aperture 中，您可以与多个 Web 帐户共享照片。

 1 选取“Aperture”>“偏好设置”，或按下 Command-逗号键 (,)。

 2 在该偏好设置窗口中，点按“帐户”，然后点按添加按钮 (+) 来添加帐户。

 3 在出现的对话框中，选取该帐户类型，然后点按“添加”。

 4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若要登录 Flickr 帐户：请点按“设置”。

您的浏览器会打开。使用您的 Yahoo!ID 和密码，按照屏幕指示登录 Flickr，然后授权 Aperture Uploader 
在以下页面上将照片发布到您的 Flickr 帐户。

 • 若要登录 Facebook 帐户：输入您的电子邮件地址和密码，选择“我同意 Facebook 的条款”复选框，然后
点按“登录”。

 • 若要登录 SmugMug 帐户：请点按“设置”。

您的浏览器会打开。使用您的电子邮件地址和密码，按照屏幕指示登录 SmugMug，然后授权 Aperture 
Uploader 在以下页面上将照片发布到您的 SmugMug 帐户。

您现在可以与新的 Web 帐户共享照片。在 Aperture 外部创建的 Flickr 相片集、Facebook 相簿以及 
SmugMug 画廊可被下载到“资料库”检查器。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413 页更新您的 Flickr、Facebook 
和 SmugMug 相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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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用和启用 Flickr 帐户、Facebook 帐户以及 SmugMug 帐户
当您在 Aperture 中停用帐户时，会出现一个表单，询问您是否要将该帐户的相簿中的照片导入到您的 
Aperture 资料库。如果您选取导入照片，Aperture 会将它们放在“资料库”检查器中的新项目中。如果您选择
不导入照片，Aperture 会将相簿的内容放入 Aperture 废纸篓中。“信息”检查器中已停用帐户的任何共享历
史记录会被删除。

如果您定期地在 Aperture 中启用和停用您的 Web 帐户，并且您想要永久性地导入那些发布到 Aperture 外
部的帐户中的内容，可将您要导入的内容从 Web 相簿拖到“资料库”检查器中新的或现有的项目中。Aperture 
会生成该媒体的新副本，并将它们放在所选项目中。

 m 若要停用单个 Flickr 帐户、Facebook 帐户或 SmugMug 帐户：选取“文件”>“Web 帐户”>“停用‘帐户’”，
然后点按“停用”。

该帐户会被停用，其所有相簿会从 Aperture 中移除。但是，相簿配置将会存储，以防稍后要重新启用该帐户。
相片集、相簿或画廊及其内容仍会出现在已停用的在线 Flickr 帐户、Facebook 帐户或 SmugMug 帐户中。

 m 若要停用所有您的在线帐户：选取“文件”>“Web 帐户”>“停用所有帐户”，然后点按“停用”。

您的所有在线帐户会被停用，其相关相簿从 Aperture 中移除。但是，相簿配置将会存储，以防稍后要重新启用
该帐户。相片集、相簿和画廊及其内容仍会出现在已停用的在线 Flickr 帐户、Facebook 帐户和 SmugMug 帐
户中。

 m 若要启用单个 Flickr 帐户、Facebook 帐户或 SmugMug 帐户：请选取“文件”>“Web 帐户”>“启用‘[帐
户]’”。

启用的帐户会出现在“资料库”检查器中。选择该帐户以查看其已发布的相簿。

 m 若要启用所有 Flickr 帐户、Facebook 帐户以及 SmugMug 帐户：请选取“文件”>“Web 帐户”>“启用所有
帐户”。

启用的帐户会出现在“资料库”检查器中。选择一个帐户以查看其已发布的相簿。

创建网页

创建网页概述
在 Aperture 中，您可以创建包含您的照片的网页，以便发布到您自己的网站上。然后客户就可以方便地通过互
联网查看您的工作。

您可以使用内建 Aperture 网页主题和设计来创建两种网页：

 • Web 画廊以引人注目的设置显示您的照片，并被设计为无需手动布置照片就可以显示照片。Aperture 将
自动创建相应数量的网页并使用所选照片填充它们。接着，您可以调整页面，以使照片根据您想要的方式显

示。您还可以选取元数据信息，如显示在每个照片旁边的说明、名称和评价。

 • Web 日记可让您在页面上混排照片和文本，非常适合于展示照片时需要文字叙事的项目。例如，可以创建显
示并讲解海外摄影或新闻项目故事的 Web 日记页面。您可以手动在 Web 日记中添加页面、照片和文本。
您可以选取要应用到所有页面的主题，且可以更改 Web 日记页面上照片和文本的布局。

若要创建网络画廊或 Web 日记，可以创建网页或 Web 日记相簿。在“资料库”检查器中选择相簿时，将显示
网页编辑器。在网页编辑器中，可以设计网页，包括更改主题、定位照片和添加文本。

在网页编辑器中布置网络画廊或 Web 日记页面后，可以将其存储为 HTML 页面，以便发布到网页服务器。联
机发布照片后，可以向客户提供页面的 URL，且客户可以远程查看它们。

【重要事项】在 iPhoto 中使用 Aperture 资料库时，在 Aperture 中创建的网络画廊和 Web 日记不可见。但
是，您的网络画廊和 Web 日记并未丢弃。若要查看和使用您的网络画廊和 Web 日记，请在 Aperture 中打开 
Aperture 资料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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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网络画廊和 Web 日记
Aperture 网络画廊和 Web 日记提供了一种在 Web 上展示照片的方法。（有关网络画廊和 Web 日记的描
述，请参阅第 415 页创建网页概述。）

若要创建网络画廊或 Web 日记，必须先创建一个存放网络画廊或 Web 日记照片的相簿。您可以使用所选照
片创建相簿，或者创建一个空的相簿，然后将照片拖进其中。

您也可以使用 Aperture 智能相簿功能从资料库或项目中收集照片，然后自动将其放在网络画廊页面上。智能
相簿将根据指定的搜索条件收集照片。例如，可以创建将从整个 Aperture 资料库收集精选照片的智能网页相
簿。那么，每次评价精选照片时，Aperture 都将自动将其添加到智能网页相簿及其网络画廊。 

【注】智能相簿功能不可用于 Web 日记。

创建新的网页相簿

使用所选照片创建网络画廊时，Aperture 会根据需要创建多个网页来存放所有的所选照片。您还可以创建空
网页相簿，然后将照片拖入相簿。

 1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若要根据所选照片创建新网页相簿：在浏览器中，选择您想要放置在网络画廊页面上的照片，或在“资料库”

检查器中选择一个项目。

 • 若要创建空的新网页相簿：请确定未选择任何照片，然后继续执行下一步操作。

 2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选取“文件”>“新建”>“网页”。

 • 在“资料库”检查器中按住 Control 键并点按，然后从快捷菜单中选取“新建”>“网页”。

 • 从工具栏的“新建”弹出式菜单中选取“网页”。

 3 在出现的对话框中，为您的网页相簿取个名称，选择一个主题，然后点按“选取主题”。

【注】如果使用所选照片创建新的网页相簿，请确定已选择“将所选项添加到新网页”复选框。

新的网页相簿会显示在“资料库”检查器中。如果使用选定的照片创建网页相簿，则这些照片会显示在网页编

辑器中。

网页编辑器显示

所选照片。

新建的相簿会显示在

“资料库”检查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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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创建了空的网页相簿，您可以向其中添加照片，方法是将照片从浏览器或“资料库”检查器的任何其他选定

的项目中拖到该相簿。

创建照片的智能网页相簿

 1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选取“文件”>“新建”>“智能网页”。

 • 在“资料库”检查器中按住 Control 键并点按，然后从快捷菜单中选取“新建”>“智能网站”。

 2 在“资料库”检查器中输入新智能网页相簿的名称。

 3 如果需要，点按智能网页相簿名称右侧的“智能设置”HUD 按钮 ，以显示“智能设置”HUD。

 4 在“智能设置”HUD 中，指定智能网页相簿的搜索条件。

这将创建智能网页相簿，并使用符合搜索条件的照片进行填充。

如果您更改搜索条件，则智能网页相簿的内容会随之发生改变。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142 页在新智能相簿
中收集照片。

创建新的 Web 日记相簿
创建 Web 日记的最简单方法是选择您想要显示在 Web 日记中的照片，然后创建相簿。Aperture 将创建包含
所选照片的 Web 日记相簿，且网页编辑器将显示。浏览器包含所选照片，接着可手动将这些照片放在网 
页上。

 1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若要根据所选照片创建新的 Web 日记相簿：在浏览器中，选择您想要包含在 Web 日记中的照片，或在“资
料库”检查器中选择一个项目。

 • 若要创建空的新 Web 日记相簿：请确定未选择任何照片，然后继续执行下一步操作。

 2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选取“文件”>“新建”>“Web 日记”。

 • 在“资料库”检查器中按住 Control 键并点按，然后从快捷菜单中选取“新建”>“Web 日记”。

 • 从工具栏的“新建”弹出式菜单中选取“Web 日记”。

 3 在显示的对话框中，提供 Web 日记相簿的名称，选择主题，然后点按“选取主题”。

【注】如果使用所选照片创建新的 Web 日记相簿，请确定已选择“将所选项添加到新的 Web 日记”复选框。

新的 Web 日记相簿将显示在“资料库”检查器中，且网页编辑器会出现。如果使用所选照片创建 Web 日记相
簿，这些照片会显示在浏览器中，您可以将照片拖到网页编辑器中的 Web 日记页面。如果创建了空的 Web 日
记相簿，您可以将照片从“资料库”检查器的其他所选项目中拖到该相簿中。若要更改 Web 日记页面，可使用
网页编辑器中的控制。

67% resize factor



 第 12 章：联机共享照片 418

查看和浏览网页
修改网络画廊和 Web 日记时，某些简便方法可用于查看和浏览页面。

在“细节图像”面板中选择缩略图以查看
放大版本的照片。

在“页面”面板中，选择要处理
的页面。

“上一页”和“下一页”按钮

查看特定网页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1 在“资料库”检查器中选择网页相簿或 Web 日记相簿。

 2 点按网页编辑器下方的“上一页”或“下一页”按钮以显示不同页面。

 3 使用网页编辑器的“页数”面板中的滚动手势找到页面，然后点按该页面。

查看网页中的放大照片

某人点按网站中某个页面上的照片时，显示的页面将显示照片的放大视图。您可以在网页编辑器中查看这些放

大照片。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m 在网页编辑器中，将指针定位在照片上，然后点按“详细信息”按钮 。

 m 点按“细节图像”面板侧的上箭头按钮和下箭头按钮，以浏览网络画廊或 Web 日记中的照片的详细信息页面。 

若要在查看放大照片后返回页面视图，请点按照片上方的“索引”链接，或点按“页数”面板中的页面。

选取和修改主题
Aperture 提供了您可以选取用于网络画廊或 Web 日记的各种主题。您选取用于图像的主题确定页面的基本
模板设计。确定浏览主题以了解哪个最适合您的工作。

创建新网络画廊或 Web 日记相簿时，您选取了主题类型和主题，但是您可以随时更改该主题。将主题应用到
页面后，可以更改页面上的照片数量和大小，以进行修改。 

您还可以显示带元数据的照片，并将版权信息显示在页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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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改网络画廊或 Web 日记的主题
 1 在“资料库”检查器中选择网页相簿或 Web 日记相簿。

 2 点按网页编辑器左上角的“主题”按钮。

 3 在显示的对话框中，选择您想要使用的主题，然后点按“选取”。

更改页面上照片的栏数和行数

 m 在网页编辑器中，在“栏数”或“行数”值滑块中连按数字栏并输入新数字，或点按左箭头键或右箭头键。

更改栏数或行数时，Aperture 将自动更新网络画廊或 Web 日记中的所有页面，以反映新设置。

【注】Web 日记在网页编辑器中打开后，仅“栏数”值滑块可用。您可以根据需要手动添加任意多行照片到 
页面，方法是将浏览器中的照片拖移到网页编辑器中当前行照片的下方。

更改页面上照片的大小

 1 在网页编辑器中的“使图像适合”弹出式菜单中，选取想要照片出现在页面上的方式。

 2 若要增大或减小照片大小，请在“宽度”和“高度”值滑块的数字栏中连按并输入新数字，或点按左箭头键或右
箭头键。

指定随照片显示的元数据的类型

您可以选取在页面上显示各种元数据组合。例如，可以将照片显示为带一组简单的元数据，包括文件名称、说明

和照片日期。

 m 从网页编辑器顶部的“元数据视图”弹出式菜单  中选取选项。

更改网络画廊和 Web 日记中显示的版权信息
Web 画廊和 Web 日记在页面上显示了版权信息。您可以选择页面上的版权文本并进行更改。您还可以在 
“偏好设置”窗口中针对所有页面指定您想要的版权信息。

 1 选取“Aperture”>“偏好设置”，然后点按“导出”。

 2 在“Web 版权”栏中键入您想要的文本。

使用网络画廊页面
创建网络画廊时，将自动放置其中的照片。在网页编辑器中，可以调整照片在网络画廊页面上的位置，以及添加

和删除照片。页面可能会显示标题或副标题，具体取决于您选取用于网络画廊的主题。您可以将样本文本更改

为适合网络画廊页面的文本。您还可以在网络画廊中打开或关闭照片图版编号的显示。默认情况下，Aperture 
不会显示照片图版编号。

【注】使用网页编辑器时，不能选择和使用“举出”、“粘贴”、“拉直”、“裁剪”或“红眼”工具或任何快速笔刷

调整。若要使用这些工具调整网络画廊或 Web 日记中的照片，请在浏览器中选择照片，然后点按浏览器顶部（
或“列表视图”按钮右侧）的“显示检视器”按钮 。所选照片会显示在检视器中，这时您可以进行更改。再

次点按“显示检视器”按钮可返回网页编辑器。

更改照片在网络画廊中的查看顺序

 1 在“资料库”检查器中选择一个网页相簿。

 2 将照片拖移到不同位置，即网页编辑器或浏览器。

将照片添加到网络画廊

 m 将照片从项目、文件夹、相簿或资料库添加到网络画廊的网页相簿。

若要移除网络画廊中的照片，请在浏览器中选择该照片，然后选取“照片”>“从相簿中移除”（或按下 Delete 
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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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改网络画廊页面上的标题和副标题

 m 在网页编辑器中，点按您想要更改的标题或副标题，然后键入您想要的文本。

在网络画廊中打开照片图版编号的显示

 m 从网页编辑器顶部的“元数据视图”弹出式菜单  中选取“启用图版元数据”。

图版编号将显示在网络画廊中每个照片的下方。若要关闭图版编号的显示，请从“元数据视图”弹出式菜单中选

取“停用图版元数据”。

使用 Web 日记页面
使用 Web 日记时，可以将照片和文本添加到页面，添加和移除页面，选取标题类型，以及更改页面顺序。

您必须手动放置照片并在 Web 日记页面上添加文本。

在 Web 日记页面上添加和排列照片
 1 在“资料库”检查器中选择 Web 日记相簿。

 2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若要将照片添加到 Web 日记页面：将照片从浏览器拖移到网页编辑器中的页面。

通过选择和拖移照片群组，还可以一次将多个照片拖移到位。例如，将 Web 日记页面设定为按行显示照片
时，可以按您想要的顺序排列四个照片，然后一次将所有四个照片都拖移到页面。

 • 若要在 Web 日记页面上移动照片：在网页编辑器中，将照片拖到照片框中的新位置，或者拖移照片框顶部
的网格标记以将该照片或一组照片移到页面上的新位置。

绿色条会出现，表示照片的放置位置。

 • 若要从 Web 日记页面移除照片：在网页编辑器中，点按照片以选定它，然后点按移除按钮 (–)。

在 Web 日记页面上添加和排列文本
您可以根据需要将文本框添加到 Web 日记页面。文本框将逐个添加到页面。新文本框总是添加到页面底部，
但您可以将文本框拖移到新位置来重新排列它们。

 1 在网页编辑器的左侧，选择您想要添加文本的页面的缩略图。

 2 点按网页编辑器顶部的“添加文本块”按钮 。

 3 输入您想要的文本。

 4 若要移动文本，请将指针定位在文本框顶部的网格标记上并拖移文本框，直至您看到想要放置文本的位置显示
绿色条，然后松开鼠标键。

若要从 Web 日记页面移除文本，请选择文本框，然后点按出现在右上角的移除按钮 (–)。

将页面添加到 Web 日记
您可以根据需要将页面添加到 Web 日记。您也可以让 Aperture 在 Web 日记中添加页面，以存放类型为元
数据的照片，如特定评价、关键词或照片日期。例如，您可以让 Aperture 为每个分配给相簿照片的关键词创建
一个页面，并自动将照片放在正确页面上。或者，如果相簿存放评价为四星和五星的照片，可以创建一个页面来

自动存放五星照片，另外创建一个页面来存放四星照片。

您可以让 Aperture 基于日期、关键词、评分、标题下的署名行、城市以及类别为照片添加页面。

 1 在网页编辑器中，选择您想要显示新页面的缩略图页面。

新页面将显示在所选页面后面。

 2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若要添加新的空白页面：请点按添加页面按钮 (+)。

 • 若要根据元数据类别添加新页面：请从页面操作弹出式菜单  中选取您想要添加的页面类型。

若要移除 Web 日记页面，请选择其缩略图，点按移除页面按钮 (–)，然后点按所显示对话框中的“删除”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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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取 Web 日记页面的标题样式
通过选取显示后面跟文本的标题或后面跟照片的标题的样式，可以更改 Web 日记页面的外观，具体取决于您
选取的主题。

【注】应用到 Web 日记的主题必须允许标头中的照片。

 1 在网页编辑器中，选择页面的缩略图。

 2 从“页面模板”弹出式菜单  中选取“带文本的标头”或“带图像的标头”。

将 Web 日记页面重新排序
 1 在网页编辑器中，选择您想要移动的页面的缩略图。

 2 从页面操作弹出式菜单  中选取“将当前页面上移”或“将当前页面下移”。

将网页作为 HTML 文件导出
在 Aperture 中创建网页后，您可以将这些网页导出为 HTML 文件，这样就可以将它们添加到您的网站。将 
Aperture 网页集成到网站时，需要全面了解网站结构和 Web 服务器。如果使用 Web 设计服务创建和维护站
点，可以将 Aperture 文件提供给设计服务，并让设计服务可以集成 Aperture 网页。

导出 Aperture 网页时，可以将其导出到电脑上的文件夹，以将其整理在一个位置。您可以给文件夹命名并选取
创建的图像质量和文件类型。Aperture 提供了 Web 导出预置，可以自动设置网页的导出，您也可以创建自己
的网页导出预置。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422 页使用 Web 导出预置。

导出网页

 1 在网页编辑器中，点按“导出网页”按钮。

 2 在显示的对话框中，在“导出为”栏中键入将存放网页文件的文件夹的名称。

 3 从“位置”弹出式菜单中选取网页文件夹的位置。

 4 从“缩略图图像预置”弹出式菜单中选取缩略图图像的 Web 导出预置。

 5 从“细节图像预置”弹出式菜单中选取细节图像页面的 Web 导出预置。

 6 如果要在导出过程完成时获得通知，请选择“完成时显示提醒”复选框。

 7 准备好导出网页文件时，点按“导出”。

【注】若要检查导出操作的进度，请选取“窗口”>“显示活动”。“活动”窗口显示每个导出操作的进度。您还可
以使用此窗口暂停和取消导出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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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Web 导出预置
Web 导出预置是存储的导出设置群组，配置为生成各种类型的 Web 图像。使用它们有助于快速轻松地导出照
片供在 Web 上使用。Aperture 附带很多 Web 导出预置，您可以创建自己的预置。

使用 Web 导出预置前，不管是 Aperture 附带的预置或您创建的预置，均可以查看设置，以确定它们正是您
想要的。

检查所选预置的设置后，不妨更改预置的某些信息。若要修改所选预置，可以仅更改必要设置并点按“好”。下

次使用该预置导出时，Aperture 将记住修改后的设置并相应导出 Web 图像。但是，修改现有预置时，将丢失
其原始设置。

查看导出预置的设置

 m 选取“Aperture”>“预置”>“Web 导出”。

这将显示“Web 导出”对话框，其中列出了可用预置及其导出设置。

可用预置显示

在此区域中。

对话框的右侧显示所

选预置的设置。

创建新的 Web 导出预置
创建新导出预置的简便方法是拷贝现有预置，然后修改拷贝。

 1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选取“Aperture”>“预置”>“Web 导出”。 

 • 在网页编辑器中，点按“导出网页”按钮，然后从“缩略图图像预置”或“细节图像预置”弹出式菜单中选取“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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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在“Web 导出”对话框中，选择新预置要作为基础的 Web 导出预置，然后点按添加按钮 (+)。

选择预置。

然后点按“添加”按钮。

以选择的导出预置为基础的新预置将高亮显示在“预置名称”列表中。

 3 为该预置输入一个新名称。

 4 对导出设置进行更改，然后点按“好”。

更改 Web 导出预置
 1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选取“Aperture”>“预置”>“Web 导出”。

 • 在网页编辑器中，点按“导出网页”按钮，然后从“缩略图图像预置”或“细节图像预置”弹出式菜单中选取 
“编辑”。 

 2 在“Web 导出”对话框中，选择您想要更改的导出预置，修改其设置，然后点按“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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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 Web 导出预置
 m 在“Web 导出”对话框中，选择预置，然后点按移除按钮 (–)。

选择预置。

然后点按“移除”按钮。

将水印添加到网页照片
您可以将图形文件作为水印应用到照片，以防止他人未经许可就使用照片。应用到发布在 Web 上的照片时，水
印尤其有用。

使用以下原则可针对照片创建高质量水印：

 • 将水印存储为 Photoshop (.psd) 文件，其中背景透明。

 • 创建水印的多个大小，以便可以选择与导出照片的输出大小最匹配的大小。 

【注】如果水印文件大于您想要导出的照片，Aperture 会自动将水印缩小为适合照片。（Aperture 不会放
大水印。）

 • 创建水印后，将其存储为 Web 导出预置的一部分，这样就可以重新使用它。

【注】导出预置和 Web 导出预置相互独立。确定将水印存储为相应预置的一部分。

创建将水印添加到导出的 Web 照片的预置
 1 选取“Aperture”>“预置”>“Web 导出”。

 2 在“Web 导出”对话框中，选择您想要修改的 Web 导出预置，或点按添加按钮 (+) 以创建新预置。 

 3 选择“显示水印”复选框。

 4 点按“选取图像”按钮。

 5 选择您想要用作水印的图像，然后点按“选取”。

 6 从“位置”弹出式菜单中选取您想要水印显示在照片上的位置。

 7 若要调整水印的不透明度，请拖移“不透明度”滑块。

 8 对水印在水印预览区域中的显示效果感到满意时，点按“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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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改主窗口布局
在资料库检查器中选定项目、相簿或文件夹后，Aperture 会提供三种基本的主窗口布局：

 • 浏览器：使用此布局可在放大的浏览器中显示图像缩略图，以便您可以检查照片、执行初始的评价传递以及

创建和处理照片堆栈。

浏览器布局： 浏览器将填充
工作空间并显示缩略图图像

的网格。

布局按钮： 点按某个
按钮以选择某个主窗

口布局。 

自定 Aperture 工作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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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拆分视图：使用此布局可同时显示浏览器和检视器，并能结合使用两者以检查和处理照片。

拆分视图布局： 检视器和浏览器会一起
显示。

 • 检视器：使用此布局可在放大的检视器中显示照片，并处理照片细节。

检视器布局： 检视器将
填充工作空间并显示所

选照片。

工具条： 使用这些
工具来调整和处理

照片。

通过按下 V 键，您可以切换布局，也可以通过从“显示”菜单中选取命令或点按工具栏中的按钮来切换。

更改窗口布局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m 从“显示”菜单中选取“浏览器”、“拆分视图”、“检视器”或“循环显示模式”（或按下 V 键）。

 m 点按工具栏中的“浏览器”、“拆分视图”或“检视器”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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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拆分视图”中旋转浏览器位置

在“拆分视图”布局中，浏览器默认为水平显示在检视器下方。但是，您可以更改布局以将浏览器垂直显示在“检

视器”旁边。 

 m  选取“显示”>“浏览器”>“旋转位置”（或按下 Shift-W 键）。

在“拆分视图”中交换浏览器和检视器的位置

 m  选取“显示”>“浏览器”>“交换位置”（或按下 Option-W 键）。

更改检视器的背景

 1 选取“Aperture”>“偏好设置”，或按下 Command-逗号键 (,)。

 2 在“偏好设置”窗口中，点按“外观”，然后拖移“检视器亮度”滑块，以使背景变量或变暗。

设定 Aperture 偏好设置

Aperture 偏好设置概述
Aperture 提供了“偏好设置”窗口用于指定各项设置，从而控制 Aperture 资料库的位置、Aperture 窗口的
外观、用于将照片导入电脑的应用程序，以及照片如何从 Aperture 导出、颜色标签如何定义、如何生成预览图
像，还能指定其他高级设置。请花些时间来指定您的偏好设置，这样将能加快您的工作流程运转。

Aperture“偏好设置”窗口包含以下控制：

 • 通用：点按“通用”按钮所显示的选项可让您：设定资料库位置、设定记录最近导入的照片的时间长度、自

动将同一照片的新版本堆叠在一起、在检视器中启用鼠标滚动浏览照片、启用面孔检测，以及使用 Multi-
Touch 触控板或 Magic Mouse 鼠标时启用手势操作。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428 页通用偏好设置。

 • 外观：点按“外观”按钮所显示的选项可用于自定 Aperture 界面，包括设定浏览器、检视器和全屏幕视
图的背景亮度级别、选取查看幻灯片显示时的显示，以及显示工具提示和标记。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第 429 页外观偏好设置。

 • 导入：点按“导入”按钮可指定当相机连接到电脑时 Aperture 应该如何操作，是将照片导入到新项目还
是导入资料库检查器中的选定项目，以及用于确定何时自动拆分项目的时间长度。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第 430 页导入偏好设置。

 • 导出：点按“导出”按钮所显示的选项可用于选择 Aperture 之外的外部编辑器来修改您的照片、音频和视
频，还可让您指定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照片时所使用的电子邮件应用程序及设置。您还可以创建一份版权声

明以包括在您创建的网页中，还能指定从 Aperture 导出的照片包含位置信息和“面孔”元数据（您使用“面
孔”分配给照片中的人物的姓名）。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431 页导出偏好设置。

 • 标签：点按“标签”按钮所显示的选项可用于给颜色标签分配文本。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432 页标签偏
好设置。

 • 预览：点按“预览”按钮所显示的选项可用于指定 Aperture 如何创建和显示预览图像。有关更多信息，请参
阅第 432 页预览偏好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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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iCloud：点按 iCloud 按钮以显示在 Aperture 中打开“我的照片流”和“iCloud 照片共享”的选项。有关
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433 页iCloud 偏好设置。

 • 帐户：点按“帐户”按钮所显示的选项可用于查看和更新您发布到 Flickr 在线帐户、Facebook 在线帐户以
及 SmugMug 在线帐户的相簿。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433 页帐户偏好设置。

 • 高级：点按“高级”按钮所显示的选项可用于指定热区域和冷区域阈值、给自动色阶调整添加容差、选取彩色

和单色截断叠层，以及选择让 Aperture 自动查找照片位置信息。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434 页高级偏好
设置。

打开 Aperture 偏好设置
您可以随时打开 Aperture“偏好设置”窗口。

打开“偏好设置”窗口

 m 选取“Aperture”>“偏好设置”，或按下 Command-逗号键 (,)。

“偏好设置”窗口将会出现。有关 Aperture“偏好设置”窗口的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427 页Aperture 偏好设
置概述。

通用偏好设置
使用“通用”偏好设置面板中的控制可设定资料库的位置、设定记录最近导入的照片的时间长度、启用面孔检

测、自动堆叠同一照片的新版本，以及配置其他照片管理选项。

“通用”偏好设置面板包含以下控制：

 • “资料库位置”栏：显示资料库的默认位置。若要为 Aperture 资料库指定自定位置，请点按“更改”，然后导
航到要用于储存资料库的位置。退出并重新打开 Aperture 以完成位置更改。点按“显示”可在 Finder 中显
示 Aperture 资料库文件。

 • “显示最近 [数字] 个月的相簿”复选框：选择此复选框以将项目添加到“资料库”检查器的“最近使用的”部
分，该部分会跟踪最近导入的照片。使用值滑块来设定要记录最近几个月导入的照片。

 • “自动堆叠新版本”复选框：选择此复选框可自动堆叠您所创建的同一照片的新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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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检视器中滚动浏览照片”复选框：选择此复选框可当鼠标指针悬停在检视器（或者全屏幕视图下的检视

器模式）中的照片上时，启动鼠标滚动浏览功能。

 • “启用面孔”复选框：选择此复选框可在导入照片到 Aperture 资料库时启用面孔检测功能。

 • “启用手势”复选框：选择此复选框可在使用 Multi-Touch 触控板或 Magic Mouse 鼠标时启用 Aperture 
中的手势操作功能。有关 Aperture 中支持的手势操作功能的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436 页使用手势操作 
Aperture。

 • “还原所有警告”按钮：点按此按钮可显示警告信息。如果您设定 Aperture 不显示某些警告，此按钮可还
原 Aperture 以再次显示它们。

外观偏好设置
使用“外观”偏好设置面板中的控制可自定 Aperture 界面。

“外观”偏好设置面板包含以下控制：

 • “检视器亮度”滑块：使用此滑块可调整检视器背景亮度。

 • “全屏幕检视器亮度”滑块：使用此滑块可调整全屏幕视图检视器模式背景亮度。

 • “浏览器亮度”滑块：使用此滑块可调整浏览器背景亮度。

 • “全屏幕浏览器亮度”滑块：使用此滑块可调整全屏幕视图浏览器模式背景亮度。

 • “观看幻灯片显示”弹出式菜单：选取在您的主显示器或备选显示器上以全屏幕模式显示幻灯片显示。有关

以全屏幕模式播放幻灯片显示的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362 页在 Aperture 中查看幻灯片显示。

 • “载入完整大小的照片时显示‘正在载入…’指示器”复选框：选择此复选框可让 Aperture 在载入完整大小
的照片发生延迟时显示初始的代理图像。

 • “在控制上显示工具提示”复选框：选择此复选框可让 Aperture 在您将鼠标指针置于界面项上时显示其
名称。

 • “显示项目和相簿的版本数量”复选框：选择此复选框可让 Aperture 显示资料库检查器中的项目或相簿的
版本数量。

 • “标记引用项”复选框：选择此复选框可让 Aperture 显示那些标识引用的图像、音频片段和视频片段的 
标记。

 • “为面孔显示公告板背景”复选框：选择此复选框可在“面孔”视图的背景中显示公告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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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入偏好设置
使用“导入”偏好设置面板中的控制可指定当相机连接时 Aperture 应该如何操作、是将照片导入新项目还是导
入资料库检查器中的选定项目，以及用于确定何时自动拆分项目的时间长度。

“导入”偏好设置面板包含以下控制：

 • “连接相机时，打开”弹出式菜单：指定当相机连接到电脑时应打开哪个应用程序。

 • “默认导入位置”弹出式菜单：指定是让 Aperture 将照片导入新项目，还是导入资料库检查器中的选定项
目。

 • “自动拆分成项目”弹出式菜单：选取一个选项以自动根据照片的拍摄时间将导入的照片在项目中分组。

 • “相机预览”按钮：点按此按钮以设定 Aperture 使用相机生成的 RAW 图像文件的 JPEG 版本（如果可用）
。此设置的优势在于，清晰锐利的高分辨率预览可以在导入时立即呈现出来，甚至不必等到 RAW 图像文件从
存储卡被完全拷贝到电脑。RAW 文件的预览在 Aperture 中处理后，可能会出现色彩偏差。但是，当 RAW 
图像初次显示在“检视器”中时，Aperture 会为其生成完全渲染的预览，不会再有偏差。

【提示】将此“相机预览”设置与“快速预览”模式结合使用，可立即查看您刚刚导入的图像的清晰预览，无

需等待处理流程。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74 页在快速预览模式中浏览照片。

 • “标准预览”按钮：点按此按钮以让 Aperture 在每个图像文件导入后立即使用“预览”偏好设置中的设置
为每个图像文件生成预览图像。选择此选项后，Aperture 会使用其 RAW 解码技术为导入组中的每个文件
创建完全渲染的预览，而不是等待 RAW 图像选定并在检视器中显示。但是，在导入大的 RAW 图像文件群
组后，这可能会耗费相当长的时间来处理预览。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432 页预览偏好设置。

【重要事项】只有当“保留预览”在“资料库”检查器的资料库操作弹出式菜单  中打开时，“相机预览”和“
标准预览”设置才适用。

67% resize factor



 第 13 章：自定 Aperture 工作空间 431

导出偏好设置
使用“导出”偏好设置面板中的控制可设定外部编辑器、选取从 Aperture 以电子邮件发送照片时所使用的电
子邮件应用程序，以及给您创建的网页分配版权声明。

“导出”偏好设置面板包含以下控制：

 • “外部照片编辑器”栏：您可以使用外部图像编辑应用程序来对图像进行调整。若要标识外部编辑器，请点

按“选取”，然后选择一个应用程序。若要在外部编辑器中打开照片，请选择该照片，然后选取“照片”>“使
用外部编辑器来编辑”。

 • “外部编辑器文件格式”弹出式菜单：选取照片导出到外部编辑器时的文件格式。您还可以在 dpi 栏指定照
片的 dpi（每英寸点数）分辨率。

 • “外部编辑器颜色空间”弹出式菜单：选取用于在外部照片编辑器中处理您的照片的颜色空间。

 • “外部音频编辑器”栏：您可以使用外部音频编辑器来对音频片段进行调整。若要标识外部编辑器，请点

按“选取”，然后选择一个应用程序。若要在外部编辑器中打开音频片段，请选择该音频片段，然后选取“照

片”>“使用外部编辑器来编辑”。

 • “外部视频编辑器”栏：您可以使用外部视频编辑器来对视频片段进行调整。若要标识外部编辑器，请点

按“选取”，然后选择一个应用程序。若要在外部编辑器中打开视频片段，请选择该视频片段，然后选取“照

片”>“使用外部编辑器来编辑”。

 • “用电子邮件发送”弹出式菜单：如果您想要将项目导出到电子邮件客户端，请从此弹出式菜单中选取电子

邮件应用程序。

 • “用电子邮件发送照片导出预置”弹出式菜单：选取将照片导出到您的电子邮件客户端时所要使用的导出预

置。如果您想要创建自定导出预置，请选取“编辑”，然后在“图像导出”对话框中创建一个新预置。

 • “Web 版权”栏：此处可输入网页的版权文本和 Web 日志。

 • “在导出的照片中包括位置信息”复选框：选择此复选框可在导出的照片中包括位置元数据。

 • “在导出的照片中包括面孔信息”复选框：选择此复选框可在导出的照片中包括“面孔”元数据（您使用“面

孔”分配给照片中的人物的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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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偏好设置
使用“标签”偏好设置面板中的文本栏可为每种颜色自定标签。

预览偏好设置
使用“预览”偏好设置面板中的控制可设定 Aperture 如何创建和显示预览图像。

“预览”偏好设置面板包含以下控制：

 • “新项目会自动生成预览”复选框：若要设定 Aperture 为所有新项目或新资料库中的照片创建预览，请选
择此复选框。如果您不想为新项目中的照片创建预览，请取消选择此复选框。

 • “与其他应用程序共享 XML”弹出式菜单：选取是否通过其他应用程序需要的 XML 来共享 JPEG 预览 
图像。

【注】某些应用程序使用媒体浏览器来共享预览图像，而这不需要通过 XML 来访问 Aperture 资料库。 

 • “照片预览”弹出式菜单：若要为预览设定最大像素大小，请从此弹出式菜单中选取一个大小。

 • “照片预览质量”滑块：若要更改预览的图像质量，请拖移此滑块。质量设置越高，预览所需的磁盘空间也

就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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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loud 偏好设置
使用 iCloud 偏好设置面板中的控制可针对 Aperture 资料库打开或关闭“我的照片流”，以及设定用于自动在
照片流和 Aperture 资料库之间上传和下载照片的选项。您还可以打开“iCloud 照片共享”来与他人共享您的
照片。有关共享照片的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390 页共享照片概述。

iCloud 偏好设置面板包含以下控制：

 • “我的照片流”复选框：选择或取消选择此复选框可在当前打开的 Aperture 资料库中打开或关闭“我的照
片流”。

 • “自动导入”复选框：选择此复选框可自动将照片从“我的照片流”导入到 Aperture 资料库，以便照片显
示在“项目”视图、“照片”视图、“面孔”视图和“地点”视图中。如果没有选择此复选框，您必须手动将照

片从“我的照片流”拖移到 Aperture 资料库的项目中。

 • “自动上传”复选框：选择此复选框可将导入到 Aperture 资料库的所有新照片上传到“我的照片流”。

 • “照片共享”复选框：选择此复选框来共享照片流和查看由他人共享的照片流。添加到共享流的照片会自动

被推送到订阅了共享流的联系人的设备上。

帐户偏好设置
使用“帐户”偏好设置面板中的控制可设定那些用于查看和更新您发布到 Flickr 帐户、Facebook 帐户以及 
SmugMug 帐户的相簿的选项，还可在 Aperture 中添加或移除这些帐户。

“帐户”偏好设置面板包含以下控制：

 • “帐户”栏：在此栏中可选择您想要修改的帐户。

 • 添加按钮 (+)：点按此按钮可添加一个或多个 Flickr 帐户、Facebook 帐户或 SmugMug 帐户。

 • 移除按钮 (–)：点按此按钮可从 Aperture 删除所选帐户。

【重要事项】所有与所删除的 Flickr 帐户、Facebook 帐户或 SmugMug 帐户相关的相簿都会从 
Aperture 移除。但是，这些相簿、相片集或画廊及其中的照片仍会出现在 Flickr 帐户、Facebook 帐户或 
SmugMug 帐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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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自动检查新发布的相簿”复选框：选取是想让 Aperture 定期检查从 Aperture 以外发布到您的 Flickr 帐
户、Facebook 帐户以及 SmugMug 帐户的新相簿，还是手动更新帐户。

高级偏好设置
使用“高级”偏好设置面板中的控制可指定图像的热区和冷区的显示阈值、给自动色阶调整添加容差、选取是否

显示彩色或单色截断叠层，指定 Aperture 在照片导入时查找照片位置信息，以及指定 Aperture 在您调整图
像时创建一个新版本。

“高级”偏好设置面板包含以下控制：

 • “热区域阈值”滑块：通过选取“显示”>“高亮显示冷热区域”，您可以查看图像的热区（在这里，任何颜色
通道中的高光数据都会被削波）。若要调整用于确定图像的热区的阈值，请拖移该滑块。

 • “冷区域阈值”滑块：通过选取“显示”>“高亮显示冷热区域”，您可以查看图像的冷区（在这里，任何颜色
通道中的黑色数据都会被削波）。若要调整用于确定图像的冷区的阈值，请拖移该滑块。

 • “自动调整黑色调”滑块：使用“自动调整黑色调”滑块和值滑块可在评估颜色相对于黑色的程度时给自动

色阶调整添加容差。

 • “自动调整白色调”滑块：使用“自动调整白色调”滑块和值滑块可在评估颜色相对于白色的程度时给自动色

阶调整添加容差。

 • “截断叠层”弹出式菜单：选取以彩色或单色显示截断叠层。

 • “查找地点”弹出式菜单：指定 Aperture 在照片导入时查找照片位置信息。

 • “在发布的照片中包括位置信息”复选框：选择此复选框可让 Aperture 将位置信息（如果有）包括在您网
上共享的照片中。

 • “在 IPTC 联系人栏中自动填写联系信息”复选框：选择此复选框可让 Aperture 在您首次输入联系人信息
之后自动在 IPTC 联系人栏中输入联系人信息。

 • “作出调整时创建新版本”复选框：选择此复选框可让 Aperture 在您调整所选照片时自动创建一个新的版
本。调整会应用到原始版本，新版本将保持原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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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定工具栏
工具栏默认显示，但您也可以选择隐藏它。您也可以添加、删除和重新排列工具栏按钮及控制

隐藏工具栏

 m 选取“显示”>“隐藏工具栏”（或者按下 Shift-T）。

显示已隐藏的工具栏

 m 选取“显示”>“显示工具栏”（或者按下 Shift-T）。

自定工具栏

Aperture 提供了简便的拖放界面，用于添加、删除和重新排列工具栏按钮和控制。您还可以选取让工具栏中
的项目显示为图标或文本或者显示为图标和文本。

 1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选取“显示”>“自定工具栏”。

 • 按住 Control 键点按工具栏，然后从快捷菜单中选取“自定工具栏”。

一个对话框将会出现，显示工具栏按钮和控制的图标。

默认工具栏项目

显示在底部部分。

【注】由于您可以通过添加和移除按钮和控制来自定工具栏，因此您的工具栏看起来可能与上方显示的图片不

一样。

 2 工具栏可通过以下任意操作来配置：

 • 若要将项目添加到工具栏：从对话框将其图标拖到工具栏中您想要它们出现的位置。

 • 若要从工具栏中移除项目：将项目拖出工具栏，或者按住 Control 键点按您想要移除的项目，然后从快捷菜
单中选取“移除项目”。

 • 若要更改工具栏中的项目顺序：将每个项目拖到新位置上。

 • 若要控制是否在工具栏中显示每个项目的图标和文本：从对话框左下角的“显示”弹出式菜单中选取“仅文

本”、“仅图标”或“图标和文本”，或者按住 Control 键点按工具栏，然后从快捷菜单中选取“仅文本”、“仅
图标”或“图标和文本”。

 • 若要使用工具栏中的小图标：请选择“使用小尺寸”复选框。

 3 工具栏配置完成后，点按“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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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工具栏还原为默认状态

 1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选取“显示”>“自定工具栏”。

 • 按住 Control 键点按工具栏，然后从快捷菜单中选取“自定工具栏”。

一个对话框将会出现，显示工具栏按钮和控制的图标。

默认工具栏项目

显示在底部部分。

 2 将默认工具栏从对话框的底部拖到工具栏区域。

 3 点按“完成”。

使用手势操作 Aperture
如果电脑具有 Multi-Touch 触控板或 Magic Mouse 鼠标，则可以使用手势来操作 Aperture。例如，在浏览
器中处理照片时，可以使用旋转手势旋转图像，以及使用推送手势选择不同照片。除了使用 Mac 便携式电脑中
使用的标准 Multi-Touch 触控板手势之外，还可以使用 Multi-Touch 手势来执行以下 Aperture 功能。

【注】若要使用以下功能，您的电脑必须运行 Aperture 3.3.2 或更高版本和 OS X Mountain Lion v10.8 或
更高版本。

功能 Multi-Touch 触控板手势

采用网格视图的浏览器  • 使用收缩手势可更改浏览器中缩略图的大小。 
 • 使用旋转手势可旋转指针下方的照片。

 • 当“触控板”偏好设置中的“更多手势”面板中的“在页面

之间推送”弹出式菜单中的“用三个手指推送”选定时，使

用三个手指推送手势来选择另一张照片。

有关推送手势的更多信息，请参阅“帮助中心”。

采用列表视图的浏览器  • 使用收缩手势可更改浏览器中缩略图的大小。

 • 当“触控板”偏好设置中的“更多手势”面板中的“在页面

之间推送”弹出式菜单中的“用三个手指推送”选定时，使

用三个手指推送手势来选择另一张照片。

有关推送手势的更多信息，请参阅“帮助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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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 Multi-Touch 触控板手势

采用连续画面视图的浏览器（拆分视图布局）和采用全屏幕视

图的连续画面（检视器模式）

 • 使用收缩手势可更改浏览器或连续画面中缩略图的大小。

 • 使用旋转手势可旋转指针下方的图像。

 • 当“触控板”偏好设置中的“更多手势”面板中的“在页面

之间推送”弹出式菜单中的“用三个手指推送”选定时，使

用三个手指推送手势来选择另一张照片。

有关推送手势的更多信息，请参阅“帮助中心”。

检视器和全屏幕视图（检视器模式）  • 使用收缩手势来放大或缩小照片，或者使用两个手指连按

两次来放大照片的指定部分。

 • 使用旋转手势可旋转指针下方的照片。

 • 在“偏好设置”窗口的“通用”面板中选择“在检视器中滚

动浏览照片”时，使用推送手势可选择不同照片。

有关“偏好设置”窗口的“通用”面板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第 428 页通用偏好设置。有关推送手势的更多信息，请参
阅“帮助中心”。

面孔  • 使用收缩手势可更改快照的大小。

地点  • 使用两个手指滚动可放大或缩小地图。

看片台  • 使用收缩手势可放大或缩小看片台，以更改指针下方的照

片的大小。

相册布局编辑器  • 使用收缩手势可放大或缩小所选页面，以调整页面上指针

下方的对象大小。（必须选择“编辑布局”按钮，才能调整

页面上的对象大小。）

 • 使用旋转手势可旋转对象。您还可以在使用旋转手势时按

住 Shift 键，以将旋转限制为 15 度增量。
 • 使用推送手势可更改页面。

幻灯片显示  • 使用推送手势可在幻灯片显示器件显示上一张或下一张

幻灯片。

“放大镜”工具  • 使用收缩手势可更改放大镜大小。（如同以前版本的 
Aperture 一样，您还可以使用滚动手势来更改放大镜放
大比例。）

“裁剪”工具  • 使用收缩手势可修改现有裁剪所选项并更改其大小。

“拉直”工具  • 使用旋转手势可更改图像旋转量。

“打印”对话框（“预览”区域）  • 使用收缩手势可放大或缩小“打印”对话框的“预览”区域

中显示的照片。

有关使用手势的更多信息，请参阅“帮助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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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定键盘快捷键

自定键盘快捷键概述
Aperture 提供了各种各样的菜单命令和键盘快捷键，几乎可以控制工作流程的所有方面。搜索、浏览或自定各
种命令和键盘快捷键的最简单方法是使用命令编辑器。命令编辑器可让您：

 • 搜索命令并查看它们的描述及键盘快捷键。

 • 直观表示的键盘中预览的按键组合。

 • 修改现有键盘快捷键。

 • 创建新键盘快捷键。

 • 将多组键盘快捷键存储为可供其他人导入和导出使用的命令集。

 • 使用来自其他应用程序的命令集替代默认 Aperture 键盘快捷键集。  

命令群组 命令列表 “详细信息”区域

命令集选项 “键盘加亮”按钮修饰键按钮

搜索栏

命令编辑器的上半部分会显示一个虚拟键盘。下半部分包含一个分组排列的菜单命令列表，并对每个命令提供

了简短描述以及相关的键盘快捷键（如果有）。

虚拟键盘用颜色进行了分类，方便您识别每个键所执行的命令类型。“命令列表”区域左侧的“命令组”栏包括

了可点按的颜色键作为参考。

分配为快捷方式的键会在虚拟键盘上以暗灰色圆点标记，而未分配的键则没有附加标记。有几个键带有斜线阴

影，表示它们被 OS X 操作系统保留使用。

如果没有标记，则表示按键未

被分配用作快捷键。

深灰色圆点表示按键已被分配

用作快捷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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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索命令和键盘快捷键
您可以通过多种方法来搜索和显示命令及键盘快捷键。

成组查看键盘快捷键

命令编辑器中的“命令组”栏显示了多个命令分组，按照 Aperture 菜单以及命令类型整理。

 1 选取 Aperture >“命令”>“自定”。

命令编辑器将会出现。

 2 点按“命令组”栏中的一个分组以只显示该分组中的命令和键盘快捷键。

命令群组显示

在此区域。

 3 选择“命令”栏中的命令以在“命令详细信息”区域显示简短描述。

所选命令的简短描述都显

示在“详细信息”区域中。

67% resize factor



 第 13 章：自定 Aperture 工作空间 440

查看与特定按键相关的所有键盘快捷键

 1 选取 Aperture >“命令”>“自定”。

命令编辑器将会出现。

 2 在虚拟键盘中选择一个按键。

“按键详细信息”区域会显示与该按键相关的所有键盘快捷键列表。 

所有包括所选按键的可用快捷

键都显示在此处。

所选按键

搜索键盘快捷键

使用命令编辑器右上角的搜索栏可快速找到命令或其键盘快捷键。您可以按命令名称、描述或键盘快捷键进行

搜索。

 m 在命令编辑器中，在搜索栏中点按并键入一个描述您所需的键盘快捷键的字词，或者键入按键描述。 

“命令列表”会立即显示搜索结果，列出与搜索条目相关的所有命令和键盘快捷键。通过从搜索栏弹出式菜单

中选取一个类别，您可以进一步缩小搜索范围。菜单项包括“全部”、“命令”、“描述”和“等效键”。

【注】在搜索栏中键入时，请勿使用 Shift 键输入大写字母。搜索栏会将 Shift 键识别为键盘快捷键中的修 
饰键。 

搜索并在虚拟键盘上高亮显示键盘快捷键

您可以配合使用搜索栏和虚拟键盘，以高亮显示键盘快捷键。

 1 在命令编辑器中，点按搜索栏左侧的“键盘高亮显示”按钮。 

键盘呈暗灰色。

 2 点按搜索栏并开始键入。 

随着您的键入，“命令列表”会发生变化，并高亮显示与您的搜索条目相关的键。 

【注】当您点按“键盘高亮显示”按钮以打开键盘高亮显示功能时，可能会作为键盘快捷键组成部分的修饰键

（Control 键、Option 键、Shift 键和 Command 键）将不会高亮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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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修饰键过滤键盘快捷键搜索

您可以使用命令编辑器上方的修饰键按钮（Control 键、Option 键、Shift 键和 Command 键）来快速查看与
各个修饰键配合使用的按键。

 1 点按位于命令编辑器上方的四个修饰键按钮中的一个（或者在虚拟键盘上点按其中一个修饰键）。

指定与所选修饰键配合使用的按键会显示有暗灰色圆点标记。

 2 如有必要，请点按另一个修饰键按钮（或者虚拟键盘上的修饰键）以创建一个组合。

虚拟键盘会更新显示那些作为快捷键被指定为配合修饰键使用的按键。

修改键盘快捷键和命令集
您可以方便快速地在命令编辑器中自定键盘快捷键。默认情况下，Aperture 会使用一组标准的命令集和键盘
快捷键。若要修改分配到那些命令的键盘快捷键，您必须先拷贝默认的命令集。复制并存储新的自定命令集

后，您可以导出它以创建备份，或者与其他人共享个性化的键盘快捷键。您也可以导入由其他用户或应用程序创

建的命令集。

选取命令集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m 选取 Aperture >“命令”，然后从子菜单中选取一个命令集。

 m 如果打开了命令编辑器，请从左上角的弹出式菜单中选取一个命令集。

从弹出式菜单中

选取命令集。

选取了命令集之后，该命令集中的键盘快捷键就会在 Aperture 中变成活跃状态。

添加或修改键盘快捷键

您可以通过添加、修改或重新分配特定的键盘快捷键来自定命令集。

 1 使用命令编辑器的搜索栏（或者浏览命令列表），选择您要为其分配新的键盘快捷键的命令。

 2 使用物理键盘，按下您要用作命令快捷键的按键组合（如 Option-Shift-T 键）。

如果按键组合已经分配给了某个命令，则会出现提醒，提示您确认更改。如果您正在使用默认命令集，则会出现

提醒，提示您拷贝默认命令集。

 3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如果按键组合已经分配到了一个命令，而您要重新分配按键组合，请点按出现的提醒中的“重新分配”。

 • 如果您正在使用默认命令集，请点按出现的提醒中的“进行拷贝”，然后输入新命令集的名称并点按“好”。

新键盘快捷键被添加到新的命令集，并出现在“命令”列表的“按键”栏中。虚拟键盘会更新以显示新的按键分

配，如果命令属于采用颜色分类的命令组，则会使用灰色圆点和颜色标记。

【注】当您给命令分配按键组合时，如果按住了其中一个修饰键（Control 键、Option 键、Shift 键或 
Command 键），则 Delete 键也会变成可分配的按键。有关删除命令集的信息，请参阅下方的“删除命 
令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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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动复制当前活跃的命令集

您可以手动复制命令编辑器中可用的任何命令集。

 1 从命令编辑器顶部的弹出式菜单中选取“复制”。 

一个对话框会出现，提示您给新的命令集命名。

 2 在对话框中键入新命令集的名称，然后点按“好”。 

新复制的命令集会被存储并在命令编辑器的弹出式菜单中以及 Aperture 菜单的“命令”子菜单中显示为菜 
单项。

若要修改复制的键盘快捷键集中的各个按键分配，请参阅以下步骤。

存储命令集

 m  在命令编辑器的右下角，点按“存储”按钮。

如果不存储更改而关闭命令编辑器，Aperture 会提示您存储命令集。

删除命令集

 1 请确保您要删除的命令集是活跃的命令集，然后选取命令编辑器顶部的弹出式菜单中选取“删除”。 

一个对话框会出现。

 2 点按“删除”。 

移除命令集后，默认命令集会成为活跃的命令集。 

导出命令集

 1 将要导出的命令集设为活跃的命令集，方法是从命令编辑器左上角的弹出式菜单中选取它。

 2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选取 Aperture >“命令”>“导出”。 

 • 在命令编辑器中，从弹出式菜单中选取“导出”。

 3 在出现的对话框中，导航到想要存储命令集的位置，然后在“存储为”栏中键入一个名称。

 4 点按“存储”。

该文件会存储在您选取的位置，文件扩展名为 .apcommands。

导入命令集

 1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选取 Aperture >“命令”>“导入”。 

 • 在命令编辑器中，从弹出式菜单中选取“导入”。

 2 在出现的对话框中，导航到储存有命令集文件的位置，选择它，然后点按“打开”。 

导入的命令集会被添加到 Aperture 菜单的“命令”子菜单以及命令编辑器的弹出式菜单中。

如果已经在使用同名的命令集，这时会出现一个对话框，提示您给导入的命令集重新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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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预览图像

预览图像概述
Aperture 可让您在资料库中创建和使用 JPEG 预览版本。预览是 Aperture 生成的 JPEG 图像，表示应用了
任何调整的原始照片。预览会加速照片在 Aperture 中的显示，同时也可让您可以轻松地在其他应用程序中使
用照片。

Aperture 预置为针对资料库中的照片创建预览。导入照片后，预览将作为后台活动构建。您可以将 Aperture 
设定为在您添加或修改版本时自动创建和保留预览，也可以随时根据需要手动创建预览。若要维护磁盘空

间的有效使用和足够的显示速度，可以控制预览的大小，从具有原件完整大小尺寸的预览图像直到尺寸最长

的 1280 像素的预览图像。您还可以控制预览的 JPEG 压缩质量。如果工作流程不能从预览中受益，则可以将 
Aperture 配置为完全不创建。

您可以按整个资料库、逐个项目或逐张照片的方式控制预览图像的创建和维护。

构建某个版本的预览后，可以直接将照片从浏览器拖移到任何接受 JPEG 文件的应用程序，包括 Finder、“邮
件”和大多数其他应用程序。如果拖移多张照片，但仅部分照片具有预览，则将仅拖出带预览的版本。

您可以使用预览将 Aperture 照片分布在影片中、Web 上、DVD 上、幻灯片显示中和播客中。您还可以将 
Aperture 照片下载到 iPod 等设备，将 Aperture 照片导入 iPhoto，或者将其用于创建 Pages 文稿。iLife  
和 iWork 应用程序中的媒体浏览器支持浏览 Aperture 资料库。如果版本没有预览，则不向媒体浏览器提供 
照片。

【注】照片位于堆栈内时，仅共享堆栈精选照片和相簿精选照片。如果您想要 iLife 可访问堆栈中的照片且该
照片不是精选照片，则需要从堆栈中提取或将其设为精选照片。

与 iPhoto 图库中的照片类似，Aperture 资料库中的照片也可用于屏幕保护程序、桌面图片和“邮件”，其中
使用的机制与媒体浏览器使用的机制相同。

Aperture 如何在检视器中显示照片
版本需要在检视器中显示时，Aperture 执行以下操作：

 • Aperture 将绘制缩略图（最长尺寸 1280 像素的 JPEG 图像）。

 • Aperture 将绘制 JPEG 预览（如果存在）。

 • Aperture 将解码原件并将任何调整应用到它。

完成最后一步后，调整控制变得可用。由于使用该版本的所有调整创建 JPEG 预览，因此它在屏幕上的显示速
度快于已调整原件。结果是快速显示在检视器中的锐化预览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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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定预览偏好设置
Aperture 提供四个偏好设置用于控制预览。这些设置适用于所有资料库。

打开 Aperture 偏好设置
 m 选取“Aperture”>“偏好设置”，然后点按“预览”。

这将显示“预览”面板。

有关“预览”面板的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432 页预览偏好设置。

自动管理预览
您可以按逐个项目的方式打开或关闭自动预览维护。

让 Aperture 自动更新所选项目的预览
 1 在“资料库”检查器中，选择您想要维护其照片的预览的项目。

 2 从资料库操作弹出式菜单  中选取“保留项目的预览”。

一个勾号将显示在“保留项目的预览”菜单命令旁边。将照片导入到项目后，以及创建或调整版本后，Aperture 
现在将自动更新预览。

【注】打开自动预览维护不会生成预览。它仅告诉 Aperture 在下次导入照片或创建或调整版本时应该执行哪
项操作。若要生成预览，可以使用第 444 页手动管理预览中介绍的命令。  

手动管理预览
您可以删除或更新预览来按照您想要的方式重新生成预览。

删除项目的所有 JPEG 预览
 m 在“资料库”检查器中，选择要删除其 JPEG 预览的项目，然后选取“照片”>“删除项目的预览”。

更新项目的所有 JPEG 预览
 m 在“资料库”检查器中，选择要更新其 JPEG 预览的项目，然后选取“照片”>“更新项目的预览”。

如果预览已处于最新状态且您选取了“更新预览”，Aperture 将提醒您无需执行任何操作。但是，您可以强制
重建预览（请参阅以下步骤）。

在项目中强制重建 JPEG 预览
 m 在“资料库”检查器中，选择要强制 Aperture 更新其 JPEG 预览的项目，按住 Option 键，然后选取“照
片”>“生成项目的预览”。

删除所选照片的 JPEG 预览
在浏览器中，可以选择一张或多张照片，也可以删除或更新 JPEG 预览。

 1 在浏览器中，选择您想要删除 JPEG 预览的照片或照片群组。

 2 选取“照片”>“删除预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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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所选照片的 JPEG 预览
 1 在浏览器中，选择您想要更新 JPEG 预览的照片或照片群组。

 2 选取“照片”>“更新预览”。

强制重建所选照片的 JPEG 预览
 1 在浏览器中，选择您想要强制 Aperture 更新 JPEG 预览的照片或照片群组。

 2 按住 Option 键，然后选取“照片”>“生成预览”。

重新计划 JPEG 预览维护
对于关闭自动预览维护的项目，可以重新计划预览维护。

重新计划 JPEG 预览维护
 m 在“资料库”检查器中，选择您想要重新开始更新 JPEG 预览的项目，然后选取“照片”>“更新项目的预览”。

【注】每次打开 Aperture 时，它都将在打开自动预览维护的项目中检查是否存在过期预览，然后计划预览生
成。如果您不想自动更新预览，请关闭项目的自动预览维护。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444 页自动管理预览。  

渲染预览图像
Aperture 在四种情况下将渲染预览图像：

 • 升级资料库时，前提是在“欢迎使用 Aperture”对话框中选择“针对现有图像创建预览”复选框

 • 导入照片时，或创建、旋转、或调整版本时，前提是在资料库操作弹出式菜单中选择“保留预览”项 

 • 选择资料库、项目或照片，然后选取“照片”>“更新预览”

 • 正好在幻灯片显示前，预览未处于最新状态且幻灯片显示预置使用“最佳质量”设置

渲染预览图像群组时，Aperture 使用压缩质量和图片大小的当前应用程序偏好设置，而不是开始预览渲染时
指定的设置。例如，先将质量设定为 6，接着在渲染期间将设置更改为 8 时，尚未渲染的预览将以设置 8 压缩。
以前渲染的预览不受影响。

将预览更新为使用新大小和压缩设置

 1 在浏览器中，选择您想要更新的照片。

 2 按住 Option 键，然后选取“照片”>“生成预览”。

如果遇到性能问题，则可以检查“活动”窗口，了解 Aperture 是否在后台运行（选取“窗口”>“显示活动”）。
如果认为预览处理可能导致性能降级，则可以关闭该项目的自动预览维护，并取消正在进行的预览处理任务。

然后您可以在更方便的时间生成预览。

抑制预览生成
打开 Aperture 时，将针对打开“保留项目的预览”设置的项目开始更新预览。（有关保留预览的更多信息，请
参阅第 444 页自动管理预览。）如果项目包含损坏文件或图像的文件格式不受支持，这会导致问题。您可以在
打开 Aperture 时不显示预览生成，从而让您可以更轻松地识别损坏的图像文件。为此，请在打开 Aperture 
时按下 Shift 键。您还可以使用“活动”窗口取消当前预览维护操作。

【注】如果取消预览维护操作，则在再进行照片更改前，不会更新预览。若要强制 Aperture 更新照片预览，请
参阅第 444 页手动管理预览。下次打开 Aperture 时，自动预览维护将继续。  

当 Aperture 打开时，它将在后台中渲染预览图像；但是，您有时可能想要停止此操作。在“活动”窗口中，可以
查看预览渲染操作的进度，也可以取消此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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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止预览生成

 1 选取“窗口”>“显示活动”。

 2 在“活动”窗口中，选择“生成预览”任务，然后点按“取消任务”按钮。

 3 关闭“活动”窗口。

【注】因为在所有预览图像均处于最新状态前，不能开始使用“最佳质量”设置的幻灯片显示，所以预览生成在

前台完成，其中“取消”按钮可用于停止此操作。在所有其他情况下，预览都在后台中创建。

关闭预览

如果工作流程不能从预览中受益，则可以完全关闭预览。

 1 选取“Aperture”>“偏好设置”，然后点按“预览”。

 2 取消选择“新项目会自动生成预览”复选框。

这将关闭创建的任何新项目的自动预览维护。

 3 在“资料库”检查器中，选择所有项目，然后从资料库操作弹出式菜单  中选取“保留项目的预览”，以便其
旁边无勾号。

这将关闭现有项目的自动预览维护。

【注】对于每个资料库，均需要执行步骤 1-3。

 4 如果已针对某些项目生成预览但不想要它们，请在“资料库”检查器中选择所有项目，然后选取“照片”>“删除
项目预览”。

这将删除以前生成的所有预览。每个已生成预览的资料库均需要执行此操作。

有效使用预览的工作流程示例
高效且有效地使用预览图像有多种方法：

 • 针对您想要保持脱机的项目生成预览：引用图像的原件处于脱机状态或找不到时，将显示 JPEG 预览。这使
得预览成为维护高图片质量、同时保留原件（特别是 RAW 文件）所需的磁盘空间的绝佳工具。

 • 根据评价生成照片预览：使用预览的另一种方法是创建仅显示评价较低的照片的搜索。然后，您可以仅针对

这些照片构建预览，并将其原件设为脱机状态（例如，将其刻录到 DVD）。这样，所有照片仍拥有优质图像，
而无需使用大量磁盘空间。

您还可以创建仅显示评价较高的照片的搜索，然后仅针对这些照片构建预览。对于默认缩略图分辨率对于

评价较低的照片足够的工作流程，这是实用的备选方法。有关搜索照片的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137 页搜索概
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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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针对新项目或活跃项目生成预览：由于 iLife 和 iWork 媒体浏览器及 OS X 屏幕保护程序均使用预览，因
此可以将预览用作一种使用 iLife 中的应用程序在影片中、Web 上、DVD 上、幻灯片显示中和播客中分
发 Aperture 照片的方法。您还可以将 Aperture 照片下载到 iPad、iPhone 和 iPod touch 等设备；将 
Aperture 照片导入 iPhoto；或将其用于创建 Pages 文稿。

 • 针对智能相簿生成预览：您可以针对智能相簿中收集的照片创建预览。例如，您可以仅针对评价较高的照片

创建预览。有关使用智能相簿的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142 页在新智能相簿中收集照片。

将预览用于脱机引用图像

 1 确定包含您想要保持脱机的引用原件的外置硬盘连接到电脑。

如果您想要保持脱机的原件当前储存在电脑上，则必须将图像转换为引用图像，并将原件移到外置硬盘。为此，

可以选择包含您想要原件保持脱机的照片的项目，选取“文件”>“重新放置原件”，选择原件的外置硬盘位置，
然后点按“重新放置原件”。

 2 选择项目，它包含您想要使其原件保持脱机的照片，然后选取“照片”>“更新预览”。

 3 构建预览时（可以通过选取“窗口”>“显示活动”来检查状态），可以断开包含原件的硬盘。

即使原件处于脱机状态，也可以浏览、搜索元数据并将其分配给预览图像。您甚至可以使用放大镜放大预览图

像，因为它们是高质量 JPEG 文件。

与其他应用程序共享预览

 1 选择您想要与其他应用程序共享照片的项目，然后从资料库操作弹出式菜单  中选取“保留项目的预览”。

 2 选取“Aperture”>“偏好设置”，然后点按“预览”。

 3 在“与其他应用程序共享 XML”弹出式菜单中选取“总是”或“退出 Aperture 时”。

 4 在“资料库”检查器中，选择项目并选取“照片”>“更新项目的预览”。

构建预览时，可以打开任何 iLife 和 iWork 应用程序并使用 Aperture 照片。

针对智能相簿生成预览

 1 使用智能相簿的“智能设置”HUD 创建智能相簿，然后指定其标准。

 2 在浏览器中点按，然后按下 Command-A 键以选择所有照片。

 3 选取“照片”>“更新预览”。

【注】智能相簿的预览不会自动维护，因为自动预览维护仅是项目级别设置。在此工作流程中，需要自己定期更

新预览，方法是执行第 444 页手动管理预览中的步骤。Aperture 仅针对更改的版本构建预览，因此无需确定
要更新的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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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色  从光源本身得到颜色元素的图像。RGB 是一种常见的加色形式。另请参阅 RGB。

调整  对图像外观所作的任何更改。另请参阅笔刷调整。

Adobe RGB (1998)  常用于打印的颜色描述文件。另请参阅颜色空间。

相簿  Aperture 资料库中一种仅保存版本的容器。您可以在项目级别或在项目中创建相簿。有一些专门类型
的相簿，包括相册、看片台、网页、Web 日记和幻灯片显示之类的相簿。另请参阅文件夹、资料库、项目、智能相
簿、版本。 

备选  堆栈中紧靠着精选照片的照片。当堆栈中有多张照片应该获得精选位置时，备选照片很有用。另请参阅图
像、精选照片、堆栈。

备选设置  此备选检视器设置用于在备选检视器显示器上展示当前所选照片。另请参阅显示器、图像、主检视
器、首选内容、备选检视器。

环境光  画面（室内或室外）中已经存在的灯光特征，摄影师未另外提供的任何光线。

数码转换  此过程会将相机的数码图像感应器所捕捉到的光能量电压值变换成二进制（数字编码）以便于处理
和储存。另请参阅数码化、量化。

视角  帧内所显示画面的区域。由镜头的焦距所决定。

光圈  光线所穿过的镜头中的可调整光圈或快门。度量单位为光圈系数。另请参阅光圈系数。

光圈优先  某些相机上的设置，可根据摄影师提供的光圈设置来自动设定快门速度以获取正确的曝光。另请参
阅曝光、快门优先。 

归档  此过程将图像数据储存到永久性介质，如光介质（CD 或 DVD）。

宽高比  照片高度与宽度之比。北美的常用宽高比是 3.5 x 5、4 x 6、5 x 7、11 x 14 和 16 x 20 英寸。

音频附件  已附加到照片的音频文件（在捕捉照片的相机中或者在 Aperture 内附加到照片）。音频附件通常是
摄影师在拍摄照片时所录制的音频乐谱。

音频片段  Aperture 中音频分段的实例；音频文件的版本。另请参阅音频文件、版本。

音频文件  磁盘上被 Aperture 中的音频片段所引用的源媒体文件；音频片段的原件。另请参阅音频片段、 
原件。

自动对焦  相机中自动将镜头聚焦于主体或场景的特定部分的系统。另请参阅自动对焦点叠层。

自动对焦点叠层  检视器中照片上所显示的叠层，会显示相机所使用的自动对焦模式以及用来聚焦于所捕捉照
片的焦点。您可以通过在“信息”检查器的“相机信息”面板中点按“自动对焦点”按钮，来打开自动对焦点叠

层。您也可以通过将鼠标指针放在“自动对焦点”按钮上，来临时地查看自动对焦点叠层。另请参阅自动对焦。

自动包围  许多专业相机上有这种可以自动地包围照片的曝光的设置。另请参阅包围。

背景  图像背面的区域，显示在主体之后。另请参阅景深、前景。

术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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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光  朝向相机镜头的光源，从主体后面发出光。背光可以使主体的轮廓突显于背景，这往往会生成影子。另请
参阅面光 、侧光、影子。

标记叠层  Aperture 放在照片上的小图标，用以表明照片已应用调整、关键词或其他更改。另请参阅调整、关
键词、脱机。

Bayer 模式颜色过滤器阵列  附加到数码图像感应器表面的红、绿、蓝镜头的特定排列。绿镜头的数量大致是
蓝镜头和红镜头的两倍，才能适应人眼察觉颜色的方式。另请参阅电荷耦合器件 (CCD)、互补型金属氧化物半
导体 (CMOS)、数码图像感应器。

位深度  每个通道在一个像素中能够显示的颜色色调值或阴影的数量。在图像的像素中增加颜色通道的位深
度，会以指数方式增加每个像素可以表示的颜色数量。另请参阅颜色通道、颜色深度。

黑白调整  Aperture 中的一种调整，在将彩色图像转换为灰度图像时，可让您选择性地控制红、绿、蓝源颜色
通道。另请参阅调整、灰度、图像、单色。

黑点补偿  黑点补偿可确保黑白亮度值经过适当的调整以适合目的设备（打印机、纸张和墨水）的范围或色域。
使用黑点补偿有助于防止阴影被裁剪掉，因为黑色亮度值会调整以适合打印机、纸张和墨水的色域。

黑点参数  Aperture 中用来设定图像黑色的曝光调整参数。另请参阅曝光调整。

黑色设置  此备选检视器设置用于将备选检视器显示器设定为空白屏幕。另请参阅显示器、备选检视器。

模糊快速笔刷  这种快速笔刷调整可柔化已刷过调整的图像区域。另请参阅调整、“笔刷”HUD、快速笔刷。

散射灯光  自然光源和人造光源（闪光灯和钨丝灯），借助反射表面重定向到主体，产生自然光和填充阴影的效
果。另请参阅色温、填充灯光、白平衡调整。

包围  此过程根据曝光表所建议的光卷值和快门值来拍摄同一张照片的三个镜头，也就是说，以小于建议曝光
值达某一光圈系数的曝光值来拍摄一个镜头，以建议曝光值拍摄另一个镜头，而以大于建议曝光值达某一光圈

系数的曝光值来拍摄第三个镜头。您也可以将包围范围缩小为光圈系数的分数。在采光很困难的情况下，可以使

用包围来确保以正确的曝光来捕捉场景。另请参阅自动包围。

亮度参数  Aperture 中用来让图像变量或变暗的曝光调整参数。此调整对图像中间色调亮度值的影响最大。
另请参阅调整、曝光调整、中间色调。

浏览器  Aperture 界面的一部分，显示资料库、文件夹、项目或相簿的内容。浏览器将照片显示为一行缩略图 
（连续画面视图）或显示为缩略图网格（网格视图），或者按文件信息来显示照片（列表视图）。另请参阅连续 
画面视图、网格视图、列表视图、检视器。

浏览器布局  Aperture 中的一种主窗口布局，其中的检视器是隐藏的。另请参阅浏览器、全屏幕视图、拆分视图
布局、检视器、检视器布局。

浏览器模式（全屏幕视图）  全屏幕视图中的一种查看模式，类似于 Aperture 主窗口中的浏览器。将全屏幕视
图设定为浏览器模式后，照片会在黑色背景上展示缩略图。在此模式下，Aperture 会提供用于缩略图搜索和
排序的控制。另请参阅浏览器、全屏幕视图、“资料库路径导航器”弹出式菜单、项目模式（全屏幕视图）、检视

器模式（全屏幕视图）。

笔刷调整  在 Aperture 中，这种调整是用笔刷来一次性地刷到图像，而非应用到图像。大多数调整都可以用笔
刷来刷到图像上。另请参阅调整、笔刷调整叠层、快速笔刷。

笔刷调整叠层  在 Aperture 中，这种遮罩工具用于识别已经应用到图像的透明刷。另请参阅“笔刷”HUD、 
快速笔刷。

“笔刷”HUD  此浮动窗口用于针对所选调整，设定笔刷的尺寸、笔刷边缘的柔和度以及透明刷的强度。 
“笔刷”HUD 还包含用于删除透明刷、处理叠层、将调整限制于特定色调范围以及检测边缘的控制。另请 
参阅笔刷调整叠层、检测边缘、快速笔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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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泡 (B)  许多相机上都具有此手动快门速度设置，用于定时曝光。将快门设定为 B 时，快门会保持打开，直到
摄影师按下快门线按钮。另请参阅快门、快门速度。

蚀刻快速笔刷  这种快速笔刷调整可使已刷过调整的图像区域变暗。另请参阅调整、“笔刷”HUD、减淡快速 
笔刷、快速笔刷。

校准  此过程可以为设备创建精确的颜色描述文件。校准设备可确保在设备间精确地转换颜色。另请参阅设备
特征化。

相机  一种摄影设备，通常包含一个暗盒，其一端是镜头，另一端是感光胶片或数码图像感应器。另请参阅数码
傻瓜相机、数码单反相机 (DSLR)。

相机抖动  快门速度缓慢、光圈较小和焦距较长等因素在一起会导致图像模糊。另请参阅光圈、快门速度、三脚
架、独脚架。

偷拍镜头  指在别人未摆姿势、不知情的情况下，给此人拍照。另请参阅合成。

采集/捕捉  a. 采集是指接受数码图像感应器和相机处理程序所收到的图像，并将该信息储存在相机的存储卡
上的过程。 b. 捕捉是指在通过网络共享相机拍摄照片时在 Aperture 中录制该照片的过程。另请参阅相机、
数码图像感应器、图像、存储卡、网络共享拍摄。

中央加权测光  这种测光可测量整个取景器中的光，而且会给相框加上侧重点。中央加权测光是消费相机中一
种最常见的测光。另请参阅评估测光、曝光表、点测光。

电荷耦合器件 (CCD)  这种数码图像感应器可按行录制像素信息。另请参阅互补型金属氧化物半导体 (CMOS)、
数码图像感应器。

色差调整  Aperture 中的一种调整，可校正拍摄照片时某些镜头所产生的色差。采用特定焦距时，某些镜头会
折射光，导致图像中出现彩虹效果。另请参阅调整、图像、灯光。

套色蔓延  颜色调整中“色调”、“饱和度”和“亮度”参数所影响的颜色范围。另请参阅调整、颜色调整。

克隆笔刷  Aperture 中的一种润饰笔刷，用于校正和模糊化图像中的瑕疵，方法是从外观类似的图像区域拷贝
像素，并将像素粘贴到包含要替换的像素的区域。另请参阅图像、像素、修复笔刷、润饰调整、润饰。

特写镜头  在此照片中，主体离相机通常只有 3 英尺。例如，大头照通常称为特写镜头。花瓣上的一只蚂蚁， 
占据了相框的一大部分，这样的镜头也是特写镜头。

CMYK  此工作空间用于打印青墨水、洋红墨水和黄墨水以不同组合构成的块，从而生成一种颜色来反映适当的
光颜色。黑墨水 (K) 会在最后添加到照片以在页面上生成纯黑色。另请参阅减色、工作空间。

编解码器  压缩程序/解压缩程序 (compressor/decompressor) 或编码/解码 (encode/decode) 的缩写。 
此软件组件用于将视频或音频从其未压缩的模拟格式转换为已压缩的数码格式，并以此格式将视频或音频储

存在电脑硬盘上。也称为压缩程序。另请参阅音频文件、视频文件。

颜色调整  Aperture 中的一种调整，用于按颜色和颜色范围来调整色调、饱和度和亮度。另请参阅调整、套色
蔓延、色调、亮度、饱和度。

色偏  由于颜色不平衡而导致图像中出现的不自然色调。诸如室内照明这样的人造光源往往会造成色偏。通常，
可通过调整色阶、色调或白平衡来移除图像中的色偏。另请参阅白平衡调整。

颜色通道  数码图像的颜色信息所分成的单个通道。每个颜色通道均表示三种单独主色之一，这些主色以不同
组合来表示最终图像。每个通道均具有一种位深度；大多数数码图像文件的每个通道均具有 8 位，这意味着每
个通道具有 256 个色阶。另请参阅位长度、颜色深度。

颜色深度  可以在图像中使用的可能颜色范围。数码图像通常有三个选项：灰度、8 位和 16 位。颜色深度越大，
提供的颜色范围越广，但需要的储存空间也越大。另请参阅位长度、颜色通道、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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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度计  此乐器能够使用颜色滤镜来测量样本的颜色值。色度计用于确定两种颜色是否相同。然而，它不会将据
以测量样本的光考虑在内。色度计通常用于校准显示器和打印机。另请参阅校准。

比色法  一种客观敏锐地测量颜色的专门技巧。

颜色插值  此过程根据通过数码图像感应器上的红、绿、蓝元件来捕捉的光，计算附加颜色值。

颜色标签  这种元数据可以在 Aperture 中指定，用以帮助整理和过滤照片。您可以给照片指定五种颜色标签
之一，以及给每种颜色标签指定特定的含义。另请参阅元数据。

颜色管理系统 (CMS)  此应用程序可以控制和解释设备与成像软件之间的颜色重现，以确保准确度。另请参阅 
ColorSync。

颜色匹配方法 (CMM)  此软件算法专门用于将颜色信息从一个设备描述文件转换到另一个设备描述文件，例如
从显示器到打印机。ColorSync 是 OS X 所使用的完全集成 CMM。另请参阅 ColorSync。

彩色单色化调整  Aperture 中的一种调整，可以对图像进行去饱和操作，并将您选取的色调应用到中间色调。
另请参阅调整、去饱和、图像、中间色调、单色、色调调整。

颜色空间  此数学模型用于描述可见光谱的部分。一个设备的颜色会从设备相关值映射到颜色空间中的设备无
关值。一旦处于独立空间中，颜色就可以映射到另一个设备相关空间。另请参阅设备相关、设备无关。

ColorSync  此颜色管理系统是 Mac 操作系统的一部分。在 OS X 中，ColorSync 与整个操作系统完全集成，
可供所有原生 OS X 应用程序使用。另请参阅颜色管理系统 (CMS)、颜色匹配方法 (CMM)、ColorSync 实用
工具。

ColorSync 实用工具  此集中式应用程序可以用于设定偏好设置、查看已安装的描述文件、给设备指定描述文
件以及修复不符合当前 ICC 技术规格的描述文件。另请参阅 ColorSync、国际色彩联盟 (ICC)、描述文件。

色温  描述光的颜色质量。色温的度量单位为开氏度 (K)。另请参阅开氏度 (K)、白平衡调整。

国际照明协会 (CIE)  此组织成立于 1931 年，为一系列表示可见光谱的颜色空间制定了标准。另请参阅颜色空
间、设备相关、设备无关、实验室绘制。

比较照片  在 Aperture 中，此照片设定为保留在屏幕上，用作查看其他照片的参考对象。比较照片以绿色边框
指示。另请参阅图像。

互补型金属氧化物半导体 (CMOS)  这种数码图像感应器能够录制光敏元件并行（基本上是同时）提供的整个
图像，从而以更高的速率将数据传输到储存设备。CMOS 感应器中的每个光敏元件上会安装微小的彩色显微
镜头，以增强解释光的能力。另请参阅电荷耦合器件 (CCD)、数码图像感应器。

合成  此过程将两个或多个数码图像合并为一个数码图像。另请参阅效果。

合成  画面中视觉元素的排列。

压缩  数码图像文件据以减小大小的过程。丢失压缩是通过移除多余的或不太重要的图像数据来减小数码图像
文件大小的过程。无损压缩用数学方法统一多余的图像数据（而不是将其丢弃），从而减小文件大小。另请参阅

解压缩、LZW 压缩。

视锥  眼睛中一种能够感知颜色的感觉器官。有三种视锥细胞，分别对可见光谱中特定的频率范围很敏感。视锥
细胞能够看到红色、绿色或蓝色。另请参阅视杆。

名片纸  以 Aperture 中的打印预置为基础，缩略图般大小的照片（包含或不包含关联的元数据）的打印选
择。Aperture 中的名片纸在外观上类似于通过将底片或透明度曝光到相纸来制作的名片相纸。

对比度  图像中亮度值和颜色值之间的差别允许观众区分图像中的对象。高对比度图像的值范围非常广，从最暗
的暗调到最亮的高光。低对比度图像的值范围较窄，因此外观“较平”。另请参阅对比度参数、曲线调整、密度、

单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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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度参数  Aperture 中用来调整图像对比度的增强调整参数。另请参阅调整、对比度、曝光调整。

对比度快速笔刷  这种快速笔刷调整可以给已刷过调整的图像区域应用额外的对比度。另请参阅调整、“笔
刷”HUD、对比度、快速笔刷。

控制栏  控制栏包含的按钮和控制可用来评价和浏览图像，以及给图像应用关键词。另请参阅关键词、评价。

版权  授予文学、音乐或艺术作品之独家经营出版、生产、销售或分销的合法权利。通常，这些权利有一段生 
效期。

裁剪  此过程仅打印或分发原始图像的一部分。裁剪图像的一般目的是创建更有效的合成。裁剪图像的另一个
原因是使图像适合特定的宽高比，如 4 x 6。另请参阅调整、宽高比、合成、裁剪调整、效果。

裁剪调整  Aperture 中的一种调整，可修剪图像以便于更改合成或修改宽高比。裁剪调整与裁剪工具一起使
用。另请参阅调整、宽高比、合成、裁剪。

曲线调整  Aperture 中的一种调整，可通过应用从输入到输出的曲线，选择性地重新映射图像的色调范围。如
果操纵该曲线，则可以修改图像中的色调值。另请参阅调整、对比度。

解压缩  此过程可以从压缩的数码图像文件创建可查看的图像。另请参阅压缩。

清晰度  图像中细节的清晰度。另请参阅分辨率。

清晰度参数  Aperture 中用来调整图像细节清晰度的增强调整参数。另请参阅增强调整。

清晰度快速笔刷  这种快速笔刷调整可增强清晰度并减少轻霾，而不会过多地增强已刷过调整的图像区域的对
比度。另请参阅调整、“笔刷”HUD、清晰度、快速笔刷。

下降  Aperture 中从堆栈的精选位置移走照片的过程。另请参阅全屏幕视图工具栏、图像、精选照片、提升、 
堆栈。

密度计  此仪器专门用于测量照片的光密码。另请参阅设备特征化。

密度  图像重现不同深色的能力。深色中为高清晰度的图像称为密集。另请参阅对比度、单调。

景深  焦点在前景到背景之间的照片区域。由光圈开口和镜头焦距共同确定景深。另请参阅光圈、背景、焦距、
前景。

去饱和  从图像移除颜色。如果彻底去色，则会生成灰度图像。另请参阅黑白调整、灰度、饱和度。

目的描述文件  这种工作空间描述文件可以定义从来源描述文件进行颜色转换的结果。另请参阅描述文件。

检测边缘  Aperture 中的一种“笔刷”HUD 设置，可以检查像素值中的差别来确定可能的硬边缘，然后对
笔刷进行限制以免影响那些边缘以外的像素，从而简化了将调整绘制到照片特定区域的过程。另请参阅“笔

刷”HUD。

设备特征化  此过程为诸如显示器或打印机这样的设备创建唯一的自定描述文件。对设备进行特征化，涉及使
用专门的专用硬件和软件来确定设备的确切色域。另请参阅校准、色域。

设备相关  描述颜色值，而这些值依赖于设备重现颜色的能力。例如，打印机不能在纸张上重现显示器所产生的
某些颜色。显示器所产生的颜色在打印机色域的范围之外。因此，这些颜色被视为设备相关。另请参阅色域。

设备无关  描述标准颜色空间（如 CIE Lab 和 XYZ），在这些颜色空间中，颜色的解释与特定设备无关。另请参
阅颜色空间、国际照明协会 (CIE)。

去晕影调整  Aperture 中的一种调整，用于校正捕捉图像时给图像应用的不需要的晕影。另请参阅晕影调整、
渐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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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射照明  分散于主体或场景周围的灯光类型。漫射照明会生成低对比度和低细节的照片，阴天户外拍摄的照
片就有这种情况。另请参阅对比度、单调。

数码  以 1 和 0 序列储存或传输的数据的描述。通常，指的是使用电子或电磁信号来表示的二进制数
据。JPEG、PNG、RAW 和 TIFF 文件都是数码文件。另请参阅数码化。

数码图像感应器  位于相机内部图像平面处的电脑芯片，包含上千万个能够捕捉光线的光敏元件。另请参阅相
机、电荷耦合器件 (CCD)、互补型金属氧化物半导体 (CMOS)、百万像素。

数码噪点  由于 ISO 设置值偏大而被曲解的像素；也称为色度信噪比。随机的亮像素（特别是在单色中）是由数
码噪点生成的。另请参阅 ISO 速度、噪点消除。

数码原始文件 请参阅原件。

数码傻瓜相机  一种轻量级数码相机，内建自动对焦功能，依据摄影师拍摄照片所需的两个步骤而灵活命名。镜
头、光圈和快门通常是不可从相机上卸下的组件。另请参阅相机、数码单反相机 (DSLR)。

数码单反相机 (DSLR)  一种可更换镜头的相机，借助于反射镜，通过棱镜，将镜头创建的图像传输到取景器，
而取景器图像对应于实际的图像区域。镜子会反射或上移，以免在快门打开时挡住数码图像感应器。另请参阅

相机、数码傻瓜相机。

数码化  此过程将模拟电压值转换为数码值。

数码化  指摄影师使用胶片扫描仪将捕捉到胶片上的照片转换为数码格式，例如 TIFF。

显示三角形  点按此小三角形可以在 Aperture 界面中显示或隐藏详细信息。

显示器  电脑的监视器。

变形  执行调整来更改图像的形状或合成。另请参阅效果。

DNG  Adobe Systems Incorporated 设计的免版税 RAW 图像格式。另请参阅格式/格式化、RAW。

减淡快速笔刷  这种快速笔刷调整可使已刷过调整的图像区域变亮。另请参阅调整、“笔刷”HUD、蚀刻快速笔
刷、快速笔刷。

点增益  此打印术语用于描述纸张吸收墨水时半色调圆点的放大过程。点增益会减少从纸张反射的白光量，从
而影响图像外观的质量。

每英寸点数 (dpi)  打印机分辨率度量，指平方英寸内的最多点数。另请参阅冲印照片、分辨率。

偏差  设备随时间重现颜色的方式的变化。例如，放久的墨水和纸张类型会导致打印机的颜色输出出现偏差。另
请参阅设备特征化、色域。

投影  此效果会在图像后面产生人造影子。通常用在网站上及相簿中，以产生三维假象。

“复制版本”命令  “照片”菜单中的一个命令，可以复制包含所有已应用元数据和调整的所选照片版本。另请
参阅调整、图像、元数据、版本。

灰尘和刮痕移除  此过程以数码方式移除胶片扫描过程中灰尘和刮痕所造成的斑点。另请参阅润饰调整。

热升华  这种打印机生成图像的方式是将彩带加热到气态，使墨水粘合到纸张。另请参阅喷墨打印机、照片打印
机、冲印照片、RA-4。

边缘锐化调整  Aperture 中的一种调整，可根据亮度使用多个锐化过程来锐化图像。另请参阅调整、图像、锐
化调整。

编辑  此过程可排列和删除照片。另请参阅照片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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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预置  一组已存储的调整参数设置。您可以创建新的效果预置，以及将现有效果预置重新命名、重新排列
现有效果预置的顺序和删除现有效果预置。效果预置显示在“调整”检查器和“检查器”HUD 的“调整”面板
中的“效果”弹出式菜单中，并且您也可以通过选取“照片”>“添加效果”来访问效果。另请参阅调整、效果。

效果  一个通用术语，用于描述引入不自然视觉元素来增强图像的过程。另请参阅合成、效果预置、过滤器。

电子辐射  范围介于伽马射线到无线电波（也包括可见光）之间的一种能量。另请参阅灯光。

嵌入式描述文件  以数码图像文件形式存储的源描述文件。JPEG、TIFF、PNG 和 PDF 文件格式支持嵌入式描
述文件。另请参阅设备特征化、描述文件。

感光乳剂  胶片上凝胶的微小层，包含光敏元件。将感光乳剂暴露于光时，会发生化学反应。洗照片后，会出现图
像。另请参阅灰尘和刮痕移除、胶片。

增强调整  Aperture 中的一种调整，可调整对比度、清晰度、饱和度和鲜明度，以及图像中的黑色调、灰色调和
白色调。另请参阅调整、对比度、对比度参数、清晰度、清晰度参数、饱和度、饱和度参数、色调、色调调整、鲜明

度参数。

评估测光  这种测光的操作方法是将帧分成几个小分段，从每个小分段中获取一个读数，然后处理所有分段的平
均值，以建议总体照片的最佳曝光值。另请参阅中央加权测光、曝光表、点测光。

EXIF  可交换图像文件 (Exchangeable Image File) 的缩写。用于储存有关照片拍摄方式的信息—如快门速
度、光圈、白平衡、曝光补偿、测光设置、ISO 设置、日期和时间—的标准格式。另请参阅 IPTC、元数据。

导出  此过程会格式化数据，以便于其他应用程序可以理解数据。在 Aperture 中，照片可以导出为其原生 
RAW 格式，以及 JPEG、TIFF、PNG 和 PSD 格式。与照片相关联的 EXIF 和 IPTC 元数据也可以导出。

曝光  照片中的光量。曝光控制方式是限制光的强度（由光圈控制）和光接触到数码图像感应器的时长（由快门
控制）。曝光影响照片的总体亮度以及照片的感知对比度。另请参阅调整、光圈、对比度、数码图像感应器、曝光

调整、快门。

曝光调整  Aperture 中的一种调整，可调整曝光、恢复、黑点和亮度。另请参阅调整、黑点参数、亮度参数、曝
光、恢复参数。

曝光表 (exposure meter)  请参阅曝光表 (light meter)。

扩展桌面模式  “系统偏好设置”中的一项设置，可让 OS X 桌面跨越多台显示器。另请参阅显示器、镜像。

外部编辑器  配合 Aperture 使用的应用程序，用以执行高级调整，如合成。将图像发送到外部编辑器
时，Aperture 会创建新的原件，并在存储图像时自动取回原件。另请参阅合成、原件。

外部闪光灯  一种闪光灯，通过热靴支架或 PC 终端机连接到相机。使用外部闪光灯是避免主体眼睛出现红眼
效果的最佳方法。另请参阅闪光灯、红眼。

面孔检测  Aperture 采用此过程来确定照片中是否出现面孔。另请参阅“面孔”视图。

面孔识别  Aperture 采用此过程来跟踪您在照片中识别的面孔，并推荐同一个 Aperture 资料库中其他可能
的匹配面孔。另请参阅“面孔”视图。

“面孔”视图  此 Aperture 视图显示资料库中照片内人物的快照，或者“资料库”检查器中所选项目内已被指
定姓名的人物的快照。另请参阅面孔检测、面孔识别、“有旗标”视图、“照片”视图、“地点”视图、“项目”视

图、浏览。

填充灯光  使用人造光源（如日光灯或闪光灯）来柔化主体或填充阴影。另请参阅散射灯光、色温、白平衡 
调整。

胶片  涂有感光乳剂的灵活透明胶片，能够录制照片。另请参阅灰尘和刮痕移除、感光乳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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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画面  全屏幕视图中的一个界面元素，可让您滚动浏览来搜索照片。另请参阅全屏幕视图。

连续画面视图  此浏览器视图可让您快速地水平滚动浏览缩略图。另请参阅浏览器。

“过滤器”HUD  此浮动窗口用于根据条件组合（如调整、关键词、评价和 EXIF 元数据）在浏览器中快速查找
照片。另请参阅 EXIF、图像、关键词、评价。

过滤器/滤镜/滤光器  a. 过滤器 - “过滤器”HUD 中使用的可修改搜索条件，用以返回一组特定照片。b. 滤镜 
- Photoshop 中应用的效果，会影响效果所应用到的图像的视觉质量。c. 滤光器 - 一块彩色玻璃或塑料，设计
为放在相机镜头的前方，用以改变、强调或消除场景中的密度、倒影或区域。另请参阅合成、密度、效果。

Finder  Mac 操作系统软件的一部分，可跟踪文件、应用程序和文件夹并显示桌面。

加工  此过程就在演示之前将最终的调整应用到数码图像。加工过程可能包括在导出时应用额外的灰度系数调
整，或者使用外部编辑器来蚀刻或减淡图像的一部分，再将它发送到打印机。另请参阅导出、外部编辑器。

FireWire  IEEE 1394 标准的 Apple 商标名称，FireWire 是一个快速通用接口，用以将外部设备连接到
电脑。FireWire 非常适合于传输大量数据，诸如硬盘驱动器等 FireWire 设备通常用于提供附加的储存空
间。Aperture 保管库通常储存在外部 FireWire 硬盘驱动器上。另请参阅网络共享拍摄、USB、保管库。

固定镜头  请参阅定焦镜头。

旗标  在 Aperture 中指定的一种元数据，用以帮助过滤照片。您可以给照片打上旗标，然后根据照片是否打上
旗标，在 Aperture 中搜索和显示照片。另请参阅“有旗标”视图、元数据。

“有旗标”视图  此 Aperture 视图会显示资料库中已打上旗标的所有照片、音频片段和视频片段。另请参阅 
“面孔”视图、旗标、“照片”视图、“地点”视图、“项目”视图。

闪光灯  此设备连接在或附加到相机上，会在快门线按钮被按下时发出闪光。闪光灯，与快门同步，在采光不足
的情况下用于获取正确曝光的照片。另请参阅曝光、外部闪光灯、填充灯光、热靴插座。

单调  对比度太低时照片不够亮。另请参阅对比度、密度。

翻转调整  Aperture 中的一种调整，水平和/或垂直反转图像的合成。另请参阅调整。

焦距  镜头的后节点，到光线穿过镜头而后聚焦于图像平面（数码图像感应器）的点之间的距离。焦距的度量单
位为亳米 (mm)。

焦点叠层  请参阅自动对焦点叠层。

文件夹  Aperture 资料库中的一种容器，用于整理项目及项目中的相簿。文件夹不含照片、视频片段或音频片
段。另请参阅相簿、资料库、项目。

前景  主体和相机之间的图像的区域。另请参阅背景、景深。

格式/格式化  a. 文件格式：编码信息的特定方法。大多数知名的文件格式，如 TIFF 和 PNG，都发布了规格。 
b. 磁盘格式化：准备硬盘或其他储存介质以配合文件系统使用的过程。另请参阅 JPEG、PNG、PSD、TIFF、 
保管库。

相框  图像的边框。Frame 也可以用作动词（装框），用以描述在特定图像区域中构造作品的过程。另请参阅 
裁剪。

面光  从面向主体的相机方向发光的光源。另请参阅背光、侧光。

光圈系数  镜头焦距与光圈开口处的直径的比例。另请参阅光圈。  

全屏幕视图  Aperture 中的一个工作空间视图，用于全屏幕查看高分辨率照片，用户界面最小，光量和颜色干
扰最小。另请参阅浏览器布局、连续画面、HUD、拆分视图布局、检视器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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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屏幕视图工具栏  按钮和工具的集合，按功能成组，在全屏幕视图中位于屏幕顶部。另请参阅工具栏。

灰度系数  一条曲线，描述图像的中间色调的显示方式。灰度系数是非线性函数，往往会和亮度或对比度混淆。
更改灰度系数的值会影响中间色调，但不会改变图像的白场和黑场。灰度系数调整通常用于补偿 Mac 显卡和
显示器与 Windows 显卡和显示器之间的差异。Mac 标准灰度系数是 1.8；PC 标准是 2.2。

色域  个别颜色设备能够重现的颜色范围。能够重现颜色的每个设备均具有由年代、使用频率和其他要素（如墨
水和纸张）决定的唯一色域。另请参阅设备特征化、设备相关、色域映射、ICC 描述文件。

色域映射  此过程可以识别设备色域之外的颜色，然后计算其色域中与该颜色最接近的颜色。从另一个颜色空
间接收颜色信息时会使用色域映射。另请参阅颜色空间、色域。

全球定位系统 (GPS)  一个基于美国太空的导航系统，在全世界范围内为民用用户持续地提供可靠的定位、导航
和定时服务。Aperture 使用具备 GPS 功能的相机所提供的照片位置信息，在“地点”视图中的地图上绘制每
个图像的拍摄位置。另请参阅 GPS 轨迹日志、“地点”视图。

GPS 轨迹日志  此文件包含用于定义路径或路线（即“轨迹”）的数码碎屑，使用的是 GPS 设备或 GPS 跟踪 
iOS 应用程序所存储的精确坐标。如果您有具备 GPS 功能的相机或 iOS 设备或另一台您用来创建轨迹文件和
存储航点的 GPS 设备，您可以将轨迹文件导入到 Aperture 中并在“地点”视图中使用它们。另请参阅全球定
位系统 (GPS)、“地点”视图、航点。

灰度  描述仅有的颜色是灰色阴影的图像。通常，灰度图像的文件较小，因为只需较少的信息即可显示灰色像
素，这种情况下，红色、绿色和蓝色像素元件都发射相同的亮度。另请参阅黑白调整、单色、像素。

网格视图  此浏览器视图将照片显示为缩略图网格。网格视图是浏览器的默认视图。另请参阅浏览器、连续画面
视图、列表视图。

光晕消除快速笔刷  这种快速笔刷调整用于移除图像过度曝光时某些镜头偶尔产生的蓝色和紫色边缘。另请参
阅调整、“笔刷”HUD、快速笔刷。

高清视频  通常指 720 逐行扫描线或更好的视频，也称为 HD 视频。

高光  主体或场景的最亮区域。另请参阅对比度、密度、阴影。

高光与阴影调整  Aperture 中的一种调整，用于选择性地调整图像中的高光与阴影。另请参阅调整、高光、 
阴影。

热靴插座  相机顶部的一种设备，专门用来固定便携式闪光灯。按下快门线按钮时，会通过热靴中的连接来传送
电信号，以激活便携式闪光灯。另请参阅外部闪光灯、闪光灯。

HUD  平视显示 (heads-up display) 的缩写。在 Aperture 中，HUD 是浮动窗口，可让您处理图像。您可以
打开 HUD，然后根据显示设置将 HUD 移到任何所需位置。另请参阅全屏幕视图。

色调  颜色感知的属性；也称为色相。例如，红色和蓝色是不同的色调。另请参阅颜色调整。

ICC 描述文件  ICC 描述文件是由于设备特征化而创建的，包含设备的准确色域的数据。另请参阅设备特征化、
色域、国际色彩联盟 (ICC)。

图像  人工制品，可重现某个主体的相似之处，主体通常是物理对象或人，也称为图片。另请参阅照片、照片选
择、图片、主体。

导入  在 Aperture 中，此过程将各种类型的数码图像文件、音频文件和视频文件输入项目中。导入的文件可以
在另一个应用程序中创建、从相机或读卡器下载，或者从另一个 Aperture 项目输入。另请参阅项目。

喷墨打印机  这种打印机通过将小墨水滴喷洒在纸张上来创建图像。另请参阅热升华、照片打印机、冲印照
片、RA-4。

“检查器”HUD  此浮动窗口包含“资料库”、“元数据”和“调整”面板。另请参阅“检查器”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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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器”面板  Aperture 主窗口的一个元素，包含“资料库”、“信息”和“调整”检查器。另请参阅“检查
器”HUD。

增强对比度快速笔刷  这种快速笔刷调整可以更正看起来褪色的图像阴影区域，方法是在刷过调整的图像区 
域中加强纯黑色和 50% 灰色之间的对比度。增强对比度快速笔刷调整等同于应用叠层混合。另请参阅调整、 
“笔刷”HUD、对比度、偏光快速笔刷、快速笔刷、阴影。

国际色彩联盟 (ICC)  成立该组织是为了制定称为 ICC 描述文件的颜色管理标准。由于 ICC 描述文件基于开放
标准，因此已为软硬件厂商普遍接受。另请参阅 ICC 描述文件。

IPTC  国际新闻电传通讯委员会 (International Press Telecommunications Council) 的缩写。摄影师和元
数据组织使用 IPTC 元数据，自行将关键词（这些字词描述图像的特征，包括摄影师的姓名）嵌入图像文件中。
大型出版商通常使用图像管理系统，根据图像文件中所嵌入的 IPTC 信息来快速识别照片。另请参阅 EXIF、元
数据。

IPTC Core  给元数据栏定义的集合，以 Adobe XMP 技术为基础构建，主要供摄影师和新闻媒体使用。另请
参阅 IPTC、元数据、XMP Sidecar 文件。

虹膜  请参阅瞳孔。

ISO 速度  由国际标准组织 (ISO) 提供用作基准的相对胶片感光度。在数码相机中，最低 ISO 评级是由数码图
像感应器的感光度定义的。如果增大相机上的 ISO 设置值（这将允许摄影师在采光不足的情况下拍照），相机
会放大从数码图像感应器上的光敏元件接收到的电压，再将电压信号转换为数码值。另请参阅数码图像感应

器、数字噪点。

JPEG  联合图像专家组 (Joint Photographic Experts Group) 的缩写，JPEG 是一种通用的图像文件格式，
可让您创建高度压缩的图形文件。使用的压缩量并非保持不变。压缩量越小，图像质量越高。JPEG 文件的扩展
名通常为 .jpg。另请参阅格式/格式化、RAW + JPEG 图像对。

开氏度 (K)  一种度量单位，基于以绝对零值开头的温标，用于描述光源的颜色值。另请参阅色温、白平衡 
调整。

关键词  照片中主体的描述性字词，添加到照片版本且存储为元数据。另请参阅控制栏、“关键词”HUD、元数
据、版本。

“关键词”HUD  此浮动窗口包含可以应用到照片选择的关键词资料库。另请参阅关键词、元数据、照片选择。

实验室绘制  CIE 实验室颜色空间的可视化三维表示。另请参阅颜色空间、ColorSync。

镜头  一系列复杂元件（通常是玻璃），其构造是折射场景中的反射光，并将其聚焦于特定点：相机中的数码图
像感应器。另请参阅相机、数码图像感应器、微距镜头、定焦镜头、远距镜头、广角镜头、变焦镜头。

色阶调整  Aperture 中的一种调整，提供一些控制来选择性地调整图像的色调范围。另请参阅调整、图像。

资料库  Aperture 中的一种容器文件，用以保存项目、文件夹、相簿、原件和版本。您可以使用“资料库”检查
器来整理资料库中的项目、给项目重新命名、对项目进行排序等等。默认情况下，Aperture 资料库文件位于 
“图片”文件夹中。另请参阅相簿、文件夹、合并资料库、原件、项目、版本。

“资料库路径导航器”弹出式菜单  全屏幕视图浏览器模式下屏幕左上角的一组弹出式菜单，用于提供对“资
料库”检查器中所有项目的访问。另请参阅浏览器模式（全屏幕视图）、全屏幕视图、资料库。

“举出和粘贴”HUD  此浮动窗口显示从照片中举出的属性。您可以选取将哪些属性粘贴在照片选择上，方法
是取消选择您不想应用的属性。另请参阅 HUD、举出和粘贴工具、照片选择。

举出和粘贴工具  配合“举出和粘贴”HUD 使用的一对工具，用以拷贝（举出）一张照片的属性，如元数据和调
整，并粘贴（贴印）到照片选择。另请参阅调整、“举出和粘贴”HUD、元数据、照片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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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光  电磁光谱中的可见能量，波长范围介于 400 到 720 纳米。另请参阅电子辐射。

曝光表  此设备能够测量反射光的强度。曝光表有助于在相机上选择正确的曝光设置。大多数相机内部都具有
曝光表。另请参阅中央加权测光、评估测光、测光、点测光。

看片台  选择“看片台”相簿时，出现在 Aperture 主窗口中的区域。看片台提供一个很大的开放空间，您可以在
其中放置所选择的照片以便检查、将照片拖到新位置、使照片以不同组合成组以及根据需要调整照片的大小。

另请参阅相簿、“导航器”按钮。

列表视图  此浏览器视图以列表，按名称、图标和随附的元数据（如评价、图像尺寸、文件大小和日期），而非以
缩略图行或网格来显示照片。另请参阅浏览器、连续画面视图、网格视图、元数据、评价。

放大镜  Aperture 中使用此工具来放大放置了照片的区域。

亮度  此值描述构成像素的所有颜色通道的亮度。

LZW 压缩  由 Abraham Lempel、Jakob Ziv 和 Terry Welch 在 1984 年研制出的无损数据压缩算法。LZW 
压缩算法通常用于 JPEG 和 TIFF 图形文件，可以减小用于归档和传输的文件大小，压缩比例为 2.8:1。另请参阅
压缩、JPEG、TIFF。

微距镜头  这种镜头用于大特写镜头摄影。另请参阅相机、镜头、定焦镜头、远距镜头、广角镜头、变焦镜头。

主检视器  对于配有多台显示器的系统，主检视器用于显示 Aperture 应用程序。另请参阅显示器、备选检 
视器。

受管图像  其原件储存在 Aperture 资料库中的图像。原件的位置是由 Aperture 数据库管理的。受管图像文
件总是联机的。另请参阅资料库、脱机、联机、原件、引用图像。

白万像素  一百万个像素。例如，1,500,000 个像素等于 150 万个像素。另请参阅数码图像感应器、像素。

存储卡  相机中储存数码图像文件的设备。另请参阅相机、捕捉/采集。

合并资料库  此过程会导入 Aperture 资料库文件并将其内容合并到当前在 Aperture 中打开的资料库。另请
参阅资料库。

元数据  关于数据的数据；元数据描述数据的收集和格式化方式。数据库使用元数据来跟踪特定形式的数
据。Aperture 支持 EXIF 和 IPTC 元数据。另请参阅 EXIF、IPTC。

测光  此过程使用曝光表来计算适当的曝光。另请参阅曝光表。

中间色调  图像内介于高光和阴影之间的颜色值。另请参阅对比度、高光、高光与阴影调整、色阶调整、阴影。

镜像  此过程在两台或多台显示器上显示相同的照片。另请参阅扩展桌面模式。

镜像设置  备选检视器设置，将 Aperture 设定成在主检视器显示器上和备选检视器显示器上呈现相同的照片
选择。另请参阅显示器、镜像、主检视器、照片选择、备选检视器。

摩尔纹模式  指互相重叠的两个网格的干扰所产生的视觉模式类型。当使用数码相机拍摄的照片中的线性模式
对数码图像感应器像素阵列产生干扰时，这些照片中会出现摩尔纹模式。相机的图像处理器所采用的图形保真

过滤器在功能上较弱时，往往会导致摩尔纹模式。另请参阅数码图像感应器、RAW 微调调整。

监视器  请参阅显示器。

单色化  以单一颜色的阴影（如黑白照片中的灰色阴影）呈现的图像。另请参阅黑白调整、彩色单色化调整、灰
度、图像、照片。

我的照片流  上传并储存最近 30 天的照片且自动将其推送到所有 iOS 设备和电脑的 iCloud 功能。同时也是 
Aperture 中显示所有已从 iOS 设备和 Aperture 资料库上传到“我的照片流”的照片的视图。另请参阅“面
孔”视图、“有旗标”视图、“照片”视图、“地点”视图、“项目”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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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航器”按钮  看片台中的一个按钮；当屏幕不能完整显示看片台的内容时，使用此按钮来重新放置显示位
置。另请参阅看片台。

底片  一种已显影的胶片，带有主体或场景的相反色调图像。另请参阅灰尘和刮痕移除、感光乳剂、胶片、正片。

“从原件新建版本”命令  “照片”菜单中的一个命令，用来从所选照片、音频片段或视频片段的相应原件创建
新版本。另请参阅原件、版本。

噪点  请参阅数字噪点。

噪点消除  此过程可以消除照片中的数码噪点。另请参阅调整、数字噪点、图像、噪点消除调整、噪点消除快速
笔刷。

噪点消除调整  Aperture 中的一种调整，用以消除图像中的数码噪点。另请参阅调整、数字噪点、图像、噪点 
消除。

噪点消除快速笔刷  这种快速笔刷调整可以消除已刷过调整的图像区域中的数码噪点。另请参阅调整、 
“笔刷”HUD、数字噪点、噪点消除、快速笔刷。

N 联打印  此过程可以将一个多页文稿统一到单张纸。另请参阅冲印照片。

脱机  描述其原件当前无法供 Aperture 使用的照片。检视器和浏览器中出现的脱机照片带有标记叠层，有一条
斜线穿过这些标记叠层。照片可能是脱机的，因为包含原件的设备（如 CD、DVD、FireWire 驱动器或服务器）
未连接到电脑，或者原始文件名称已被修改。若要使照片联机，您必须将它们重新连接到其相应的原件。另请参

阅浏览器、FireWire、联机、原件、预览图像、检视器。

胶印机  这种专业打印机可用于大批量打印诸如杂志和小册子这样的物品。胶印机以半色调圆点行存放墨水，在
页面上制作图像。另请参阅照片打印机。

关闭设置  一种备选检视器设置，可以关闭双显示器功能。另请参阅显示器、备选检视器。

联机  描述其原件当前可供 Aperture 使用的照片。另请参阅脱机。

不透明度  图像透明度的级别。

光学变焦镜头  请参阅变焦镜头。

原件  从电脑文件系统或相机存储卡拷贝的源媒体文件。在 Aperture 中，原件永不被修改。每当更改照片、视
频片段或音频片段时，会将该更改应用到版本。以前称为母版。另请参阅存储卡、项目、版本。

过度曝光  画面曝光时间太长会导致过度曝光。过度曝光的画面看起来太亮，阴影中缺乏足够的细节。另请参
阅曝光、曝光不足。

摇动/移动  a. 摇动 - 沿着移动主体移动相机以保持主体处于框架中。以较慢的快门速度摇摄快速移动的主体，
通常会导致主体保持处于相对聚焦状态，而场景的剩余区域在相机移动方向是模糊或拉伸的。b. 在 Aperture 
中，按下空格键并在图像中拖移来查看以 100% 大小显示的图像的其他部分。另请参阅相机、图像、检视器。

全景  通常指宽高比较宽的风景风光照片。摄影师往往以数码方式合并或“缝合”同一个场景的多张照片，以制
作一个连续的全景照片。另请参阅宽高比。

感知  当原始图像中的一种或多种颜色超出目的颜色空间的色域时，这种渲染意图会将一个设备的颜色空间的
合计色域，压缩成另一个设备的颜色空间的色域。这将通过收缩整个颜色空间并使所有颜色偏移，来保留颜色

之间的视觉关系。然而，色域中的颜色也会偏移。另请参阅色域、相对比色、渲染意图。

相位  颜色感知的属性；也称为色调。另请参阅色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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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编辑  在此过程中，从一组照片中选取精选照片，以及拒绝您不计划使用或发布的照片。您越是积极地从工
作用的照片群组中剔除不想要的照片，在处理照片以便显示时就越能节省时间。另请参阅评价、“拒绝”评价、“

精选”评价。

照片  使用照相机拍摄的图像；光与光敏表面（通常是胶片或数码图像感应器）交互会产生图像。另请参阅相
机、数码图像感应器、胶片、图像、图片。

照片打印机  这种打印机能够制作照片质量的图像。另请参阅热升华、色域、喷墨打印机、胶印机、冲印照
片、RA-4。

照片选择  指的是在浏览器或全屏幕视图连续画面中选择的一张照片或一组照片。围绕照片的白色矩形指示该
照片已被选定。另请参阅浏览器、全屏幕视图、照片。

“照片”视图  此 Aperture 视图会显示资料库中的所有照片、音频片段和视频片段。另请参阅“面孔”视图、 
“有旗标”视图、我的照片流、“地点”视图、“项目”视图。

精选照片  用以表示堆栈的照片。精选照片通常是堆栈中的最佳照片。另请参阅备选、堆栈。

图片  在平面或屏幕上渲染的视觉表示，如照片。另请参阅图像、照片。

“图片”文件夹  位于个人文件夹中，“图片”文件夹是 Aperture 资料库和 iPhoto 图库的默认位置。另请参阅
资料库。

像素  数码图像的最小可识别视觉元素。另请参阅百万像素。

“地点路径导航器”弹出式菜单  “地点”视图中屏幕左上角的一组弹出式菜单，用于浏览到地图上的位置。 
另请参阅“地点”视图。

“地点”视图  Aperture 中的一个视图，可让您将位置信息应用到照片，并跟踪每个镜头拍摄的位置。使用具
备 GPS 功能的相机拍摄的照片会自动提供照片的位置信息。另请参阅“面孔”视图、“有旗标”视图、全球定位
系统 (GPS)、照片选择、“照片”视图、“地点路径导航器”弹出式菜单、“项目”视图、航点。

PNG  便携式网络图形 (Portable Network Graphics) 的缩写。PNG 是位图图形文件格式，由万维网联盟核
准，用以替换专利型 GIF 文件。PNG 文件免专利、免版权。另请参阅格式/格式化。

偏光快速笔刷  这种快速笔刷调整可以通过让阴影和中间色调变暗，而保留已刷过调整的图像区域中的高光，
来加深图像的颜色。偏光快速笔刷调整等效于应用乘法混合。另请参阅调整、“笔刷”HUD、对比度、高光, 增强
对比度快速笔刷、中间色调、快速笔刷、阴影。

偏光过滤器  放在相机镜头前面的滤镜，可选择性地传输在一个平面上传播的光，而吸收在其他平面上传播的
光。偏光滤镜能够减少窗户和闪光表面上不需要的反射。偏光滤镜也用来使天空变暗。另请参阅过滤器/滤镜/
滤光器。

正片  一种已显影的胶片，胶片上主体或画面的色调关系与眼睛看到的色调关系相同；也称为幻灯片。另请参阅
灰尘和刮痕移除、感光乳剂、底片。

预置  一组已存储的设置，如导出、命名、打印和 Web 导出设置。预置确定诸如文件格式、文件压缩、文件名称
构造、纸张大小和 ColorSync 描述文件等属性。预置通常是为特定工作流程定义的，可以根据客户规格进行定
制。另请参阅 ColorSync。

压力敏感输入板  一种用以取代鼠标的输入设备，包含两个部分：用于绘图的平面（连接在电脑上的接口）和笔
或手写笔。在输入板表面按下手写笔的力度越大，线条或透明刷就越粗。另请参阅“笔刷”HUD、快速笔刷。

预览图像  Aperture 生成的 JPEG 图像，用以表示应用了任何调整且具有关联元数据的原件。预览图像专门用
来共享给其他应用程序（如 iWork 和 iLife 应用程序），可取代脱机的高分辨率原件。另请参阅调整、JPEG、元
数据、脱机、原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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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选照片  照片选择中的最重要照片。调整仅适用于照片选择中的首选照片。首选图像是通过较粗的白色边框
来标识的。照片选择中只能具有一个首选照片。另请参阅调整、照片选择、首选设置。

首选设置  Aperture 中的一项检视器设置，可以将元数据更改仅限制于多照片选择中的首选照片。另请参阅连
续画面、元数据、照片选择、首选照片。

定焦镜头  焦距固定（不能更改）的镜头。

冲印照片  一个打印在相纸上的图像，如照片。另请参阅热升华、喷墨打印机、N 联打印、照片、RA-4。

描述文件  特定设备的颜色信息（包括色域、颜色空间和操作模式）上的数据汇编。描述文件表示设备的颜色重
现能力，对于有效的颜色管理至关重要。另请参阅设备特征化、色域。

程序曝光  许多自动相机都有这种曝光模式，在这种模式下，相机会自动设定光圈值和快门值以获得正确的曝
光。另请参阅曝光。

项目  Aperture 中的顶级容器，包含与镜头相关的所有原件、版本和元数据。如果是引用图像，则原件储存在 
其当前位置，而不是储存在资料库文件的项目中。另请参阅相簿、文件夹、资料库、原件、项目模式（全屏幕视

图）、“项目”视图、引用图像、版本。

项目模式（全屏幕视图）  全屏幕视图中的一种查看模式，类似于 Aperture 主窗口中的“项目”视图。所有项
目都会显示出来，而且每个项目分别由项目中照片的一个大缩略图表示。您可以将指针放在项目缩略图上并拖

移，以快速浏览项目中的照片。另请参阅浏览器模式（全屏幕视图）、全屏幕视图、项目、“项目”视图、检视器模

式（全屏幕视图）。

“项目”视图  此 Aperture 视图显示资料库中的所有项目。每个项目分别由项目中照片的一个大缩略图表示。
您可以将指针放在项目缩略图上并拖移，以快速浏览项目中的照片。另请参阅“面孔”视图、“有旗标”视图、“照

片”视图、“地点”视图、项目、项目模式（全屏幕视图）、浏览。

提升  将堆栈中的照片移近精选位置的过程。另请参阅下降、精选照片、堆栈。

PSD  Photoshop 文稿 (Photoshop Document) 的缩写。PSD 文件是 Adobe Systems Incorporated 的
专有图形文件。另请参阅格式/格式化。

瞳孔  眼睛中根据光量而缩小或放大的部分；也称为虹膜。

量化  此过程可以将得自模拟源的值转换为离散数码值。另请参阅数码化。

快速笔刷  用于将选择性的调整应用到图像，方法是将调整刷到图像的一部分上。另请参阅调整、笔刷调整、笔
刷调整叠层、“笔刷”HUD。

QuickTime  Apple 开发的跨平台多媒体技术。广泛用于编辑、合成、Web 视频等。

RA-4  这种专业打印机能够在传统相纸上打印数码文件。RA-4 打印机使用一系列彩色光进行相纸曝光；颜色
会混合在一起以产生色调连续的打印品。另请参阅热升华、喷墨打印机、照片打印机、冲印照片。

RAID  独立磁盘冗余阵列 (Redundant Array of Independent Disks) 的缩写。此方法可以通过格式化一组
硬盘来用作单一宗卷，向具有大型照片资料库的摄影师提供许多 GB 的高性能数据储存空间。一组硬盘串在一
起构成的 RAID 在性能上要比单个磁盘的性能高得多。

内存 (RAM)  随机存取存储器 (random-access memory) 的缩写。电脑的内存容量，度量单位为兆字节 
(MB) 或千兆字节 (GB)，它决定了在任何时候电脑可以处理和临时储存的数据量。 

测距仪  许多相机上都有这种设备，用于帮助聚焦图像。另请参阅相机、取景器。

光栅图像处理器 (RIP)  专门的打印机驱动程序，替换打印机随附的驱动程序。RIP 接受来自应用程序的输入，
并将数据信息转换（光栅化）为打印机能理解的数据，这样打印机就可以在页面上打印圆点。软件 RIP 通常提
供标准打印机驱动程序未提供的功能。

67% resize factor



 词汇 462

评价  在 Aperture 中，此过程给照片添加一个值，以指示该照片与选择中的其他照片相关的质量。另请参阅照
片编辑、“拒绝”评价、“精选”评价。

RAW  相机所拍摄的原始逐位对应的数码图像文件。另请参阅 RAW + JPEG 图像对。

RAW 微调调整  Aperture 中的调整参数集，用于控制 Aperture 对 RAW 图像文件进行解码的方式。另请参
阅摩尔纹模式。

RAW + JPEG 图像对  专业数码相机所拍摄并存储为单个 RAW 文件和单个 JPEG 文件的照片。您可以将 
Aperture 设定为导入文件对中的一种文件类型或两种文件类型。另请参阅 JPEG、RAW。

相互性  光圈和快门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允许在多种快门速度和光圈设置组合之间找到正确的曝光。增大光
驱和减小快门速度所产生的曝光与先前的光圈和快门组合相同，反之亦然。另请参阅光圈、快门。

恢复参数  Aperture 中用来恢复高光细节的曝光调整参数。另请参阅曝光调整。

红眼  导致照片中人物出现红眼的现象。闪光灯靠近镜头（特别是内建闪光灯）时会导致红眼。另请参阅外部闪
光灯、红眼校正调整。

红眼校正调整  Aperture 中的一种调整，使用黑色像素替换红色像素，从而消除红眼效果。与“红眼”工具配合
使用。另请参阅调整、像素、红眼。

引用图像  其原件储存在 Aperture 资料库外部的图像。另请参阅资料库、受管图像、脱机、联机、原件。

“拒绝”评价  在 Aperture 中编辑照片的过程中应用到照片的一种负面评价。另请参阅照片编辑、评价、“精
选”评价。

相对比色  适合于打印摄影图像的渲染意图。它将源颜色空间的高光值与目的颜色空间的高光值相比较，并使
色域之外的颜色偏移到目的颜色空间中最接近的可重现颜色。这种渲染意图可能会导致在源颜色空间中看起

来不同的两种颜色，在目的颜色空间中看起来相同，也称为截断。另请参阅色域、感知、渲染意图。

渲染意图  所选输出设备的超出色域的颜色，根据此方法来映射到该设备的可重现色域。另请参阅色域、感知、
相对比色。

修复笔刷  Aperture 中的一种润饰笔刷，用于校正和模糊化图像中的瑕疵，方法是从外观类似的图像区域拷贝
像素，并将像素粘贴到包含要替换的像素的区域。除了覆盖像素之外，修复笔刷还会重新采样粘贴的像素以匹

配您所替换像素的颜色、纹理和亮度。另请参阅克隆笔刷、润饰调整、润饰。

分辨率  数码图像能够传递的信息量。决定分辨率的因素有文件大小（像素数量）、位深度（像素深度）以及每
英寸点数 (dpi)。另请参阅位长度、每英寸点数 (dpi)、像素。

润饰调整  Aperture 中的一种调整，用于对图像中的瑕疵进行更正或模糊化。配合“润饰”HUD（提供克隆笔
刷和修复笔刷）使用。另请参阅调整、克隆笔刷、修复笔刷。

润饰  此过程可以更改图像以添加或移除细节。另请参阅克隆笔刷、合成、效果、过滤器/滤镜/滤光镜、修复笔
刷、润饰调整。

RGB  红绿蓝 (Red, Green, Blue) 的缩写。电脑上的常用颜色空间，其中每种颜色均由其红绿蓝分量的强度来
描述。此颜色空间直接转换为电脑显示器所使用的红绿蓝元件。RGB 颜色空间具有非常大的色域，这意味着它
可以重现各种颜色。此范围通常大于打印机可以重现的范围。另请参阅加色。

视杆  眼睛中一种能够感知亮度的感觉器官。视杆不能感知颜色，只能感知亮度。另请参阅视锥。

饱和度  图像中颜色的强度。据观察，饱和的颜色由于缺乏灰色而有着“更纯”的外观。另请参阅调整、去饱和。

饱和度参数  Aperture 中用来调整图像饱和度的增强调整参数。另请参阅调整、去饱和、增强调整、饱和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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饱和度快速笔刷  这种快速笔刷调整可以给已刷过调整的图像区域添加饱和度，或从中移除饱和度。另请参阅
调整、“笔刷”HUD、快速笔刷、饱和度。

备选检视器  备选检视器用于将照片呈现在备选显示器上，与应用程序的工作空间分开。备选检视器具有五项
设置：“镜像”、“备选”、“跨越”、“黑色”和“关闭”。另请参阅备选设置、黑色设置、显示器、主检视器、镜像设

置、关闭设置、跨越设置。

选择性焦点  此过程使用光圈系数来产生阴影景深，从而将主体隔离。另请参阅景深。

“精选”评价  在 Aperture 中编辑照片的过程中可以应用到照片的最高评价。打算显示或分发照片时应用“精
选”评价。另请参阅照片编辑、评价、“拒绝”评价。

棕褐色  用棕色调描述照片。另请参阅照片、棕褐色调调整、色调调整。

棕褐色调调整  Aperture 中的一种调整，将颜色图像更改为棕褐色，这可让您对颜色图像进行去饱和操作以达
到所需的棕褐色着色阶。另请参阅调整、去饱和、图像、棕褐色、色调调整。

阴影  主体或场景的最暗区域。另请参阅对比度、密度、高光。

锐化调整  Aperture 中的一种调整，用于锐化图像。另请参阅调整、边缘锐化调整、图像。

锐化快速笔刷  这种快速笔刷调整可以对已刷过调整的图像区域进行锐化。另请参阅调整、“笔刷”HUD、快速
笔刷。

快捷菜单  此菜单可通过按住 Control 键并点按界面区域，或者通过按下右鼠标键来访问。

快门  一种复杂装置，通常包含叶片或帘幕，控制光穿过镜头并保持与数码图像感应器接触的时间长度。另请参
阅快门速度。

快门优先  某些相机上的设置，可根据摄影师设定的快门速度来自动设定光圈以获取正确的曝光。另请参阅光
圈优先、曝光。

快门速度  快门打开或者数码图像感应器激活或充电的时间长度。快门速度显示为秒钟的分数，如 1/8 或 
1/250。另请参阅快门。

侧光  从侧面照射到主体的光，垂直于相机角度。另请参阅背光、面光。

影子  一张照片，其中主体是深黑色形状，而背景很亮。当主体位于前景时，过强的背光（如日落）会造成影子效
果。另请参阅背光、前景。

浏览  通过在“面孔”视图中代表人物的缩略图上或在“项目”视图中表示项目的缩略图上缓慢拖移，在“面孔”
视图中人物的照片之间或“项目”视图中项目内的照片之间快速导航。另请参阅“面孔”视图、“项目”视图。

磨皮快速笔刷  这种快速笔刷调整用于平滑人物的皮肤，方法是精细地模糊化已刷过调整的图像区域中的皱纹
和皮肤毛孔。另请参阅调整、“笔刷”HUD、快速笔刷。

幻灯片  请参阅正片。

滑块  Aperture 中的一种控制，可以前后拖移以进行调整。滑块位于“调整”检查器和“检查器”HUD 的“调
整”面板中。另请参阅调整、HUD、“检查器”HUD。

幻灯片显示  一系列照片的动画表示。在 Aperture 中，您可以将照片和音乐与视频合并，来创建可以在电脑上
播放的多媒体幻灯片显示（使用一到两个显示器）或导出为幻灯片显示影片的多媒体幻灯片显示。

智能相簿  Aperture 中的动态相簿，根据搜索条件来搜集版本，从而整理照片、音频片段和视频片段。另请参
阅相簿、“智能设置”HUD、版本。

“智能设置”HUD  此浮动窗口用于指定搜索条件（如调整、关键词、评价和 EXIF 元数据）以便将匹配的照片
收集到智能相簿。另请参阅 EXIF、关键词、评价、智能相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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柔和照明  请参阅漫射照明。

软打样  在屏幕上模拟显示打印机或印刷机的预期输出。

“排序”弹出式菜单  用于根据各种排序属性或自定排序条件在浏览器中排列照片。另请参阅浏览器。

源图像文件  请参阅原件。

源描述文件  图像文件在进行颜色转换前的描述文件。

跨越设置  备选检视器设置，在主检视器显示器和备选检视器显示器之间拆分当前照片选择的显示。另请参阅
主检视器、照片选择、备选检视器。

分光光度计  此仪器测量颜色在整个色谱上的波长。因为分光光度计可用来给显示器和打印机创建描述文件，
所以它是给设备建立描述文件的首选仪器。

拆分视图布局  Aperture 中可以同时显示检视器和浏览器的主窗口布局。另请参阅浏览器、浏览器布局、检视
器、检视器布局。

修复和修补调整  Aperture 中的一种调整，用于润饰图像中的瑕疵，如感应器灰尘。另请参阅调整。

点测光  这种测量的操作方式是在通常位于框架中心的小目标内测量。另请参阅中央加权测光、评估测光、 
曝光表。

sRGB  专门用于表示普通 PC 监视器的通用工作空间。由于其色域较小，因此适合于 Web 图形，而不适合于印
刷品。另请参阅工作空间。

堆栈  Aperture 中一组相似的照片，其中只有一张照片是打算使用的。另请参阅备选、精选照片。

减小光圈系数  此过程可以缩小光圈开口，或者减小光圈系数。另请参阅光圈、光圈系数。

拉直调整  Aperture 中的一种调整，可以将图像拉平。与“拉直”工具配合使用。另请参阅调整。

主体  摄影师选取显示在照片中的主对象、人物、场景或事件。另请参阅偷拍镜头、照片。

减色  具有来源于物体表面反射光的颜色元素的图像。CMYK 是常见形式的扣除色。另请参阅 CMYK。

SWOP  卷筒胶印出版规范 (Specifications for Web O∂set Publications) 的缩写，标准印刷机描述文
件。Web 这里是指卷筒纸轮转印刷机，而不是互联网。

标签  在 Aperture 的“资料库”检查器中选择了多个项目、文件夹或相簿时，可用来在浏览器中描述项目、文件
夹或相簿的轮廓的元素。您可以点按标签以查看当前打开的项目、文件夹或相簿的内容。另请参阅相簿、文件

夹、项目。

目标  用于给扫描仪或数码相机等设备创建描述文件的引用文件。它通常包含其颜色值已被测量的斑点。设备的
输出随后会与目标相比。另请参阅设备特征化。

远距镜头  可以放大主体的长焦距镜头。另请参阅镜头。

网络共享拍摄  指使用 FireWire 或 USB 电缆将数码相机连接到 Mac、拍摄照片以及让 Aperture 捕捉图像
并在拍摄图像时储存图像文件的过程。另请参阅相机、FireWire。

主题  用于相册、网页和幻灯片显示的专业设计布局。另请参阅幻灯片显示。

TIFF  标记图像文件格式 (Tagged Image File Format) 的缩写。TIFF 是一种由 Aldus 和 Microsoft 开发的
广泛应用的位图图形文件格式，可处理单色、灰度图像。另请参阅格式/格式化、灰度、单色化。

色调  颜色的阴影。另请参阅色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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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调调整  Aperture 中的一个调整参数，用来有选择性地移除图像的阴影、中间色调和高光中的色偏。另请参
阅调整、色偏、曝光。

色调快速笔刷  这种快速笔刷调整可以对已刷过调整的图像区域中的色调进行偏移。另请参阅调整、 
“笔刷”HUD、快速笔刷、色调。

工具栏  按钮和控制的集合，按功能成组，位于 Aperture 主窗口顶部。另请参阅全屏幕视图。

转场  在幻灯片显示中的照片之间应用的视觉效果。在 Aperture 中，您可以选取照片之间的过渡的类型和时
间长度。另请参阅幻灯片显示。

旅行地图  如果您选择一个包含旅行地图的相册主题，则可以使用相册布局编辑器来创建旅行地图。另请参阅 
“地点”视图。

三脚架  具有三只脚，用于保持相机稳定的支架。进行长曝光拍摄时特别有必要使用三脚架。另请参阅相机抖
动、曝光。

钨丝灯灯光  这种类型的灯光的色温低。钨丝灯光源通常包含家用灯，但不要与荧光灯混淆。另请参阅色温、 
白平衡调整。

曝光不足  画面曝光时间不够长会导致曝光不足。曝光不足的画面看起来很暗。另请参阅曝光、过度曝光。

独脚架  类似于三脚架；独脚架只有一只脚，用来帮助保持相机稳定。另请参阅相机抖动、曝光。

未标记  缺乏嵌入式描述文件的文稿或图像。

USB  通用串行总线 (Universal Serial Bus) 的缩写。一种用于将外部设备连接到电脑的多功能接口。往往使用 
USB 电缆将电脑与电脑外围设备（如键盘和数码相机）相连接，以及传输大量数据。另请参阅相机、FireWire、
网络共享拍摄。

保管库  指定的储存空间，包含 Aperture 资料库的精确副本（自上次备份以来），通常存储在外置 FireWire 驱
动器。另请参阅 FireWire、资料库。

版本  包含图像、视频片段或音频片段的所有元数据和调整信息的文件。Aperture 中仅更改版本。Aperture 
从不更改原件。另请参阅原件。

鲜明度参数  Aperture 中用来以非线性方式在图像中添加饱和度的增强调整参数。饱和颜色会单独保留，而饱
和度会添加到其他所有颜色。但是，肤色不会修改。另请参阅调整、去饱和、增强调整、饱和度。

鲜明度快速笔刷  这种快速笔刷调整可以只给已刷过调整的图像区域中的去饱和颜色添加饱和度，或从中移除
饱和度。肤色不受影响。另请参阅调整、“笔刷”HUD、快速笔刷、饱和度。

视频片段  Aperture 中视频分段的实例；视频文件的版本。另请参阅版本、视频文件。

视频文件  磁盘上被 Aperture 中的视频片段所引用的源媒体文件；视频片段的原件。另请参阅原件、视频 
片段。

检视器  Aperture 中显示浏览器内当前所选照片的区域。您可以使用检视器对图像执行调整以及将图像相 
比较。另请参阅浏览器。

检视器布局  Aperture 中的一种主窗口布局，其中的浏览器是隐藏的。另请参阅浏览器、浏览器布局、全屏幕 
视图、拆分视图布局、检视器。

检视器模式（全屏幕视图）  全屏幕视图中的一种查看模式，类似于 Aperture 主窗口中的检视器。将全屏幕视
图设定为检视器模式后，在单色背景上以高分辨率展现照片。检视器模式非常适合于执行图像调整。另请参阅

浏览器模式（全屏幕视图）、全屏幕视图、项目模式（全屏幕视图）、检视器。

取景器  相机部件，专门用来预览数码图像感应器将拍摄的场景区域。另请参阅相机、数码图像感应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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晕影调整  Aperture 中的一种调整，专门用来给图像添加晕影效果。另请参阅去晕影调整、渐晕。

渐晕  a. 变暗（也称为衰减），发生于图像边角，原因是有太多的滤镜附加到镜头、镜头罩太大或者镜头设计 
不良。b. 将晕影应用到图像以获得艺术效果的过程。另请参阅去晕影调整、过滤器/滤镜/滤光镜、镜头、晕影 
调整。

水印  应用到照片的可视图形或文本叠层，用以指示照片受版权保护。应用水印的目的是提醒用户在未经版权
持有者的明确许可下，勿擅自使用照片。

航点  存储在 GPS 轨迹日志中的坐标，表示特定的地理位置。可以在 Aperture 的“地点”视图中将航点指定
给照片。另请参阅 GPS 轨迹日志、“地点”视图。

白平衡调整  Aperture 中的一种调整，可以更改数码图像的色温和色调。调整图像白平衡的目标是抵消图像中
的色偏。例如，如果图像中的白色由于白热的照明而太黄，那么白平衡会添加足够的蓝色以使白色呈中性色。也

可以使用白平衡调整，通过识别图像中的肤色来抵销色偏。另请参阅色偏、色温、开氏度 (K)。

白点  显示器的色温，度量单位为开氏度。白点越高，白色越蓝；白点越低，白色越红。Mac 电脑的原生白点是 
D50（5000 开氏度）；对于 Windows PC，则为 D65（6500 开氏度）。另请参阅色温、开氏度 (K)。

广角镜头  短焦距，拍摄视野较广的镜头。广角镜头的焦距小于胶片平面或数码图像感应器。另请参阅数码图像
感应器、镜头。

工作空间  在其中编辑文件的颜色空间。工作空间基于颜色空间描述文件（如 Apple RGB）或设备描述文件。

XMP Sidecar 文件  一种可扩展标记语言 (XML)，由 Adobe Systems Incorporated 设计，用于给照片编
辑应用程序定义元数据集。诸如调整参数等资源可以存储在此文件中，并传递到其他应用程序。另请参阅调

整、IPTC、IPTC Core、元数据。

变焦镜头  这种镜头的机械性能可以改变焦距；也称为光学变焦镜头。另请参阅镜头。

“缩放检视器”按钮  该按钮位于检视器中及全屏幕视图工具栏上，可以切换照片选择的显示，进而使照片适合
检视器或以 100% 这一比例呈现照片。另请参阅控制栏、连续画面、照片选择、检视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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