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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悉你的装备
CHAPTE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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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数码单反摄影

了解你手中的相机

随着数码单反相机性价比的逐渐提高，越来越多的家庭开始拥有了它。大街上、公园里随
处可见带着数码单反相机的人们。买数码单反相机的人多了，大家是否对手中的器材足够了解
呢？数码单反相机成像的原理是什么？带着这些疑问，我们一同学习下面的内容。

1.1.1▎ 什么是单反▎
想了解数码单反相机的结构，首先要从了解 单反
这个词开始， 单反

是单镜头反光相机的缩写。其原

理是，相机镜头后有一个反光镜，可以将透过镜头的光

1.1.5▎ 数码单反相机的定位▎
市面上常见的数码单反相机，按不同的定位，大致
可以分为以下几个类别：入门级、准专业级和专业级。
入门级数码单反相机性能和价格相对都要低一些，

线向上反射到一个五棱镜，然后五棱镜将光线折射到取

机身外壳大多采用强化塑料制造，手感稍差。其影像传

景器窗口。这样一来，用户通过取景器就可以看到来自

感器尺寸较小，像素也偏低一些。这种定位的数码单反

镜头的影像了。当快门按下时，反光镜会迅速弹起，来

相机，环境适应性稍差，比如在光照条件不好、严寒气

自镜头的光线此时直接照射在感光元件上，从而完成对

候下使用时都会受到一些限制。不过，随着技术的发

影像的瞬间记录。我们都知道，在传统相机里所谓的感

展，入门级数码单反相机已基本能够满足初级摄影爱好

光元件指的是胶片，而在数码相机中，感光元件指的是

者的需求，其万元以下的价格更是吸引初级摄影爱好者

CCD 或者 COMS 这种高科技的感光器件。

的一大亮点。
入门级数码单反相机的代表机型有佳能的 EOS

1.1.2▎ 什么是数码单反相机▎
数码单反相机的全称是数码单镜头反光相机，其英

600D、尼康的 D5000 等。
准专业级数码单反相机相比于入门级产品，其制作
材料和工艺都有不小的进步，相机性能也有较大幅度的

文名是 Digital Single Lens Reflex ，可缩写为 DSLR 。数

提高。这类相机在成像质量上要明显优于入门级产品，

码单反相机是指使用单镜头取景方式对景物进行拍摄

当然价格也会高出一截，比较适合有一定经济实力的摄

的数码照相机。数码单反相机最明显的标志，是取景和

影爱好者使用。准专业级数码单反相机的价格一般会在

拍摄使用的是同一个镜头，并且镜头可更换。

万元左右。
准专业级数码单反相机的代表机型有佳能的 EOS

1.1.3▎ 数码单反相机的优势▎
数码单反相机的镜头加机身的构造，决定了镜头在
相机结构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使用这种相机的最大
优势是，摄影师在取景器中看到的取景范围和感光元件
的影像实际拍摄范围基本一致。摄影师使用不同的镜头

5D MarkII、尼康的 D300 等。
专业级数码单反相机，从机身材料和性能来看，都
属于数码单反相机行列里的佼佼者，价格自然也不菲，
一般适合高级摄影发烧友以及专业人士使用。
专业级数码单反相机的代表机型有佳能的 EOS 1D

MarkIV、尼康的 D3 等。

配置可以达到很好的拍摄效果，从具有冲击力的 7.5mm

对焦平面

鱼眼镜头到长达 1600mm 以上的超级远摄镜头，都可
以安装在同一台相机上，从而拍摄出效果迥异的照片。
取景器

1.1.4▎ 数码单反相机的成像原理▎

快门

从示意图可以看到数码单反相机的反光镜和相机上

CCD/CMOS

端圆拱结构内安装的五棱镜，而红线代表的是拍摄者使

反光镜

用这种结构从取景器中直接观察到镜头的影像。由单镜

五棱镜

光圈

镜头

头反光相机的构造图可以看到，光线透过镜头到达反光
镜后，折射到上面的对焦屏，并结成影像，透过接目镜
和五棱镜，拍摄者就可以在取景器中看到外面的景物。

数码单反相机的成像原理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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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 认识相机各部件的功能▎
想要拍出好的照片，就必须熟练操作手中的相机，而要熟练操作相机，先要了解相机各部件的功能，下面给大
家介绍一下数码单反相机几大部件的功能。不同品牌、不同型号的数码单反相机，不同部件的分布不完全一样，在
此以佳能 EOS 600D 为例进行介绍。

机身正面
减轻红眼 / 自拍指示灯
自拍开启后闪烁，拍摄前
2 秒钟持续亮起

快门按钮
快门按钮分为两级。默认情
况下，半按快门可以实现自
动对焦，而完全按下快门再
释放快门则完成拍摄

内置闪光灯 / 自动对焦辅助灯
内置可收回、自动弹起的闪光灯，闪光
指数约 13/43（ISO 100），闪光覆盖范围
约 17mm 镜头视角，回电时间约 3 秒
内置麦克风
开启摄像功能时，声音会通
过麦克风以单声道格式记
录，通过相机可调节录音电
平，具备风声抑制功能

镜头释放按钮
在拆卸镜头时，先要
按下此按钮，并沿逆
时针方向旋转镜头方
能卸下

EF 镜头安装标志
在安装 EF 镜头时，
将镜头上的红点对准
此红点（EF-S 镜头则
对准白点），将镜头
插入卡口，沿顺时针
旋转直至镜头锁定

遥控感应器
用于接收遥控信号，遥
控器需另外购买

手柄 / 电池仓
手柄采用大面积防滑设
计，具有优良的握持感

反光镜
反光镜将镜头的光线反射进相机中的五棱镜，反光镜是相机中
十分脆弱的部件，尽量避免让它沾灰，如果有灰尘，可以用气
吹吹去，切勿自行擦拭反光板

触点
用于相机和镜头交换数据，若是脏了，可以使用柔软且不会掉
毛的镜头布进行擦拭，从而避免数据传输问题

景深预视按钮
在待机情况下，相机都会把光圈开到最大，保证足够的光线进入取景器，从而方便用
户取景，但这并不是真正的景深效果，按下此按钮后，相机将收缩光圈至设定值，用
户此时可以看到真实的景深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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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身背面
实时取景 / 短片拍摄按钮
取景器目镜
拍摄时可以通过它观
察拍摄对象和构图

屈光度调节旋钮
调整目镜屈光度，
使目视效果更清晰

菜单按钮
显示和退出菜单，配合拨
盘可以进行各项菜单设置

自动曝光锁 / 索引 / 缩小按钮
按下按钮可以锁定相机或闪
光灯曝光值进行拍摄，此外
也有影像索引和缩小浏览的
功能

自动对焦点选择 / 放大
按钮
按下按钮可以快速切
换对焦点，还能放大
查看拍摄的照片

扬声器
信息按钮

白平衡模式
选择按钮

自动对焦启
动按钮

设置按钮

数据处理提示灯

机背液晶显示屏
光圈曝光补偿按钮

驱动模式
选择按钮

速控按钮
直接打印按钮

回放按钮
按下按钮进入回放模
式，再次按下退出回
放模式

删除按钮
按下按钮可以逐
个或者批量删除
拍摄的文件

存储卡插槽
EOS 600D 使用的是通用性和兼容性较强
的 SD 、SDHC 、SDXC 卡，插入存储卡时，
将有存储卡标识的一面朝向自己，方能正
确插入。要取出存储卡时，将存储卡向内
按动即可自动弹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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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身侧面
音频 / 视频输出数码端子
通过随机配备的连接线可以连
接到高清电视机上观看

遥控端子

HDMI mini 输出端子
可以通过 HDMI 数据线连接至数码电视
机上观看图像和短片，在连接或断开相
机和电视机之间的连接线前，请关闭相
机和电视机

外接麦克风输入端子

端子盖

机身顶部
显示按钮

主拨盘

IS0 感光度
设置按钮
背带环
电源开关
焦平面标记

热靴
外置闪光灯的插入口

闪光同步触点

模式转盘
转动模式转盘，可以
选择相机的工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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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户外沙尘天气下相机与镜头的保护

1.1.7▎ 相机的清洁与保养▎
随着数码单反相机的逐渐普及，越来越多的摄影爱
好者甚至普通家庭用户也添置了数码单反相机。不过，
成像质量高、专业性强的数码单反相机相对于家用便携
数码相机而言，最令人担心的则是清洁和保养问题。机
身、镜头表面沾上灰尘倒好办，万一 CCD 、CMOS 等成
像元件沾上了灰尘，长时间不清洁会严重影响成像品
质。因此，数码单反相机用户千万不可小看清洁和保养
问题。

首先，请为你的镜头装上 UV 镜。这样，能有效避
免 沙 尘 对 昂 贵 镜 头 镀 膜 的 影 响，而 UV 镜 的 镀 膜 损 坏
了，换一个就能搞定。其次，对于外变焦的镜头 （就
是在变焦时镜头长度会发生变化的镜头），沙尘天气下
应尽量减少变焦操作。因为镜头变焦的时候，镜筒之
间的缝隙最容易吸入各种灰尘，尤其是对于那些密封
性能不好的镜头，甚至起到

拉风箱

的负面作用。

灰尘不但进入镜头内部附着在镜片上，还会增大镜头
中对焦马达的磨损，导致对焦精度的降低。这个时候，

1. 机身与镜头的清洁

你会发现那些昂贵的镜头，采用防尘以及内变焦设计

数码单反相机和镜头的清洁，相对要简单一些。我

是多么的有价值！

们可以采用软毛刷和气吹清洁机身表面的灰尘。摄影器

另外，在沙尘天气中使用完相机后，最好做一个

材店有专门用于清洁机身、镜头表面灰尘用的软毛刷出

简单的清理，回到室内后用气吹对相机的各个部分简

售，很便宜，我们可以购买几个大小不同的软毛刷备

单处理一遍，之后用沾有温水的毛巾对机身和镜头做

用。实在买不到专用软毛刷的话，也可以用油漆用软毛

一个简单的清洁，这对于延长机身和镜头的寿命相当

刷，但一定要购买毛质柔软的，千万不能用硬毛刷。

有帮助。

清洁机身时，首先用软毛刷把整个机身清洁一遍，之后可用气吹
吹去机身凹凸处的灰尘，直到机身表面没什么灰尘了，再用软布
（如眼镜布）把机身擦拭干净，擦拭时注意动作轻柔。

R

在沙尘天气用数码单反时，应尽量避免更换镜头。如果万不得已
要进行这样的操作，应将镜头卡口朝下，或者背朝风吹来的方
向，并且动作要快。还可以拿一只较大的塑料袋，在塑料袋内进
行镜头更换，在更换镜头后，可以多进行几次开关机的操作，这
样能使相机的除尘系统多发挥几次作用。

R

3. 极低气温下相机的保护
数码单反相机在低温环境下的缺点是电力消耗非常
快，导致快门速度不准，曝光失败。解决办法是对相机
和电池保温，不用的时候不要轻易拿出来，拍完后要迅
速放回保温环境中去 （比如相机包或是怀里）。最后要
清洁镜头时可使用软毛刷轻轻刷掉表面灰尘，如果刷不掉，那
就要使用专用的镜头布或者镜头纸轻轻擦拭，但要记住一个原
则，那就是不到万不得已不要擦拭镜头。千万不要用纸巾等看
似柔软的纸张来清洁镜头。

提醒的一点是，相机从室外拿到室内时，千万不要马上
拿出相机，那样会因温度差异大，导致相机内水蒸气凝
R

结，轻则造成镜头起雾，重则造成内部电路短路而烧
毁，后果严重，千万要小心。

1.2

第1章

可选配的镜头

镜头是数码单反相机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摄影初学者想要用好数码单反相机，就必须掌
握一些基本的镜头知识，了解不同种类镜头的特点。要知道，数码单反相机的成像质量在很大
程度上是依赖镜头的，所以作为一个摄影初学者，如何选购一款自己满意且实用的镜头是十分
重要的。

1.2.1▎ 镜头的焦距与光圈▎

光圈：光圈是控制光线透过镜头进入机身光量大小
的装置，我们使用 f/ 或 F 来表示光圈的大小。对于已经

想要熟练地使用和操作镜头，首先要了解两个与镜

制造好的镜头，镜头的直径不可随意改变，但我们可以

头相关的基本概念：一个是镜头的焦距，另一个是镜头

通过在镜头内加装多边形或者圆型、面积可变的孔状光

的光圈。

栅来控制镜头的通光量，这个装置就叫做光圈，在不同

焦距：焦距是光学系统中衡量光聚集或发散的度量
方式，是指从透镜的光心到光聚集之焦点的距离，在数

镜头上，光圈的大小也会有所不同。
一般来说，定焦镜头拥有单一的最大光圈值，而

码单反相机中，焦距是指从镜片中心到 CCD 或 CMOS

变焦镜头则有两种，一种也是恒定最大光圈，而另一

平面的距离。短焦距的光学系统比长焦距的光学系统有

种则是随着焦距变化而变化的非恒定最大光圈，例

着更好的聚集光的能力。

如被影友亲切称呼为 小白 的佳能 EF 70-200mm
f/2.8L 就是变焦镜头，但拥有 f/2.8 的恒定最大光圈。
而其同一家族的兄长 大白 ü
佳能 EF 100-400mm
f/4.5-5.6L 镜头，其最大光圈则是随着焦距的变化而变
化的。
光圈的作用有以下三点：

1. 控制进光量 ：由于光圈有控制镜头进光量的作
用，在弱光环境下拍摄，需要使用大光圈镜头，以获得
更多的进光量；而在明亮的场合，则使用小光圈，以免
曝光过度。

2. 控制景深 ：光圈的作用除了控制进光量外，还
可以控制景深，在其他因素确定的情况下，光圈越大景
光学成像示意图

深越小，光圈越小景深越大。
R

3. 控制画质 ：由于光学原理和制造成本的限制，
相机镜头在光圈全开时，也就是光圈最大时的画质并
不是最好的，通常在收缩一点光圈后，画质会有明显
的改善。

Canon EF 100-400mm f/4.5-5.6L

R

Canon EF 70-200mm f/2.8L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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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全画幅与焦距换算系数▎
焦距转换系数的问题是摄影进入数码时代才出现

摄的画面范围同传统 135 相机一致外，APS-C 画幅的数

的。由于数码单反相机是传统相机数码化的产物，是

码单反相机只能摄取比全画幅更狭窄的画面范围。也

结合了传统单反相机的特点，并在其基础上发展出来

就是说，当 APS-C 画幅数码单反相机使用某一传统镜

的，因此在参数标注上就沿用了传统 135 单反相机的

头时，需要将镜头的焦距乘以一个转换系数，以得到

标注方式。

一个与全画幅数码单反相机或者传统 135 相机相同的

传统 135 相机使用的是 35mm 胶卷，其长、宽分别

焦距，而不同厂家生产的数码单反相机，该系数也不

为 36mm 和 24mm ，而数码单反相机由于数字化以及

完全一样，比如佳能相机的焦距换算系数为 1.6 ，而尼

成本方面的考虑，对感光元件尺寸进行了缩减，因此在

康相机则为 1.5 。

装配同一款镜头拍摄时，除了全画幅数码单反相机拍
转换公式：APS-C画幅单反等效焦距=镜头焦距x转换系数

Q
这两幅图就是在拍摄角度、场景、同等焦距不变的情况下分别用全画
幅和APS-C的70mm焦距拍摄的，我们从中能很明显地发现第一幅图
是使用APS-C拍摄的，因为在同等镜头焦段，第一幅图明显比第二
幅图容纳的画面内容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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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熟悉镜头的常见标识▎
在使用不同品牌的镜头时，我们会发现，其上会有一些不同的英文缩写，而每个缩写则代表了镜头的不同性质
和功能特点，如果想充分了解自己手中的器材，那么熟知这些英文缩写是非常必需的。
不同厂家生产的镜头，有着不一样的标识方法，下面我们以佳能、尼康两大镜头品牌为例，分别介绍各自的标
注方法。
佳能镜头常见标识
EF 是英文 Electro-Focus 的缩写，表示佳能原厂镜
头的系列名称和佳能 EOS 的卡口名称。EF-S 是 APS-C 画
幅数码相机的专用电子卡口，这是佳能专门为 APS-C 画
幅数码单反相机设计的镜头，只能应用在 APS-C 画幅机
身上，而不能像全画幅镜头那样，既可用在全画幅数码
单反相机上，又可用在 APS-C 画幅数码单反相机上。
L 是 Luxury 的缩写，翻译为中文有奢侈的意思，这
里指佳能 EF 镜头中使用了昂贵的萤石镜片，或非球面
镜片，是佳能镜头家族中的贵族，属于真正的高档专业
镜头，这类镜头最明显的标识是镜头前端都有红色标
线，也就是影友们常说的

红圈头 。

IS 是 Image Stabilizer 的缩写，翻译成中文有影像
稳定器之意，俗称镜头防抖系统，佳能是首家将防抖系
统开发并应用到镜头上的，1995 年发布的 EF 75-300mm
f/4-5.6 IS USM，是世界上首款防抖镜头。
USM 是 Ultrasonic Motor 的缩写，翻译为超声波
马达，是佳能镜头使用的对焦马达的类型，它是实现高
速、安静对焦的主要部件。

佳能EF 24mm f/1.4L II USM高档专业镜头，这款镜头几乎集中
了佳能所有的顶级技术

R

尼康常见标识
AF 是 Auto Focus 的缩写，
翻译为自动对焦，因此 AF 镜头
是自动对焦镜头的简称。
AF-S 表示镜头是以超声
波马达来对焦的，这种镜头特
点是对焦速度非常快，可以实
现全时的手动对焦。
ED 是 Extea-low Dospersion
的缩写，表示镜头内含超低色
散镜片，并使图像不会出现色散
的现象。
VR 是 Vibration Reduction 的缩写，是尼康防手震
镜头的标志，带有 VR 标记的镜头在手持相机拍摄时，采
用低速快门时，能降低因为手的震动导致的画面不清晰。
DX 是指尼康专门为 APS-C 画幅数码相机设计的镜

尼康 AF-S VR 70-200mm f/2.8 IF-ED镜头

头。在实际使用中，镜头的焦段要乘 1.5 倍的焦距转换

R

系数。
此款尼康 AF-S VR 70-200mm f/2.8 IF-ED 镜头被影
友称为

小竹炮 ，也是属于尼康镜头家族中的高档镜

镜头的种类有很多，不同镜头的功效是不一样的，
想要充分利用自己手中的镜头来达到最佳的拍摄效果，

头之一，采用了超声波自动对焦和超低色散镜片，还

就需要了解各类镜头的具体作用和拍摄时能达到什么样

拥有防手震的能力。

的效果。下面为大家介绍常用的镜头分类及其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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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不能改变焦距的高品质定焦镜头▎
单反镜头有不同的分类方法，如果以焦距可变性划
分，则可划分为定焦和变焦镜头，顾名思义，定焦镜头
的焦距不能改变，而变焦镜头则可以在一定的焦距范
围内进行调节。定焦镜头相对于变焦镜头来说设计简
单，但定焦的广角或标准镜头一般都比涵盖相应焦距段
的变焦镜头口径大。一般的定焦广角和中焦镜头的光圈
都在 f/2.8 以上，通光量大，便于在低照度情况下拍摄。
且定焦广角镜头一般都比涵盖相应焦距段的变焦镜头
最近对焦距离近。
定焦广角镜头一般都比涵盖相应焦距段的变焦镜头
体积小，重量轻。这能使你的相机更轻便，可以方便
抓拍。
定焦镜头的成像效果一般都比变焦镜头要好，这是
由镜头的设计所决定的。因为变焦镜头要考虑所有焦距
段都有相对好的成像，就要牺牲局部的利益让整体有一
个相对好的表现，但定焦镜头不用考虑这些。但这并不
意味着变焦镜头不专业，随着科技的进步，一些高品质
的变焦镜头也可以接近定焦头的成像质量，而且变焦镜

佳能EF 14mm f/2.8 L II USM镜头

R

头可以给摄影者更多选择，为取景提供更大的便利。
105mm

f/5.6

1/320s

100

S

随着科技的进步，变焦镜头的画质也可以媲美定焦镜头（刘云志摄）

第1章

1.2.5▎ 最符合人眼视觉效果的标准镜头▎
标准镜头是指焦距长度和所摄画幅的对角线长度大

1.2.6▎ 将
▎ 远处物体放大/制造虚化背景的
长焦镜头▎

致相等，焦距在 40mm ～ 55mm 之间的镜头，标准镜头

长焦距镜头是指比标准镜头焦距长的摄影镜头。长

所表现的景物的透视与目视比较接近，是所有镜头中最

焦距镜头分为普通长焦镜头和超长焦镜头两类。普通长

常用的一种镜头。标准镜头给人以纪实性的视觉效果画

焦镜头的焦距长度接近标准镜头，而超长焦镜头的焦距

面，所以在人像及纪实题材的拍摄中，它的使用频率是

却远远大于标准镜头。以全画幅照相机为例，其镜头

比较高的。

焦距从 85mm ～ 300mm 的摄影镜头为普通长焦镜头，

300mm 以上的为超长焦镜头。

佳能 EF 50mm f/1.4 USM标准镜头

300mm

f/4

R
1/2000s

200

S

长焦镜头由于可以拍摄到距离被摄者很远的景物，所以深受众多喜好
生态摄影的朋友们喜爱（王文光摄）

佳能 EF 300mm f/4L IS USM长焦镜头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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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 制造夸张畸变画面的鱼眼镜头▎
鱼眼镜头其实是一种超广角摄影镜头，其焦距段
一般在 6mm ～ 17mm 之间。为了使镜头达到最大的摄
影视角，这种镜头的前镜片直径较大且呈抛物状向镜头
前部凸出，与鱼的眼睛颇为相似， 鱼眼镜头

因此而

得名。
鱼眼镜头最显著的特点是视角范围大，一般可达
到 220°或 230°，这为近距离拍摄大范围景物创造了条
件；鱼眼镜头在接近被摄物拍摄时能造成非常强烈的透
视效果，强调被摄物近大远小的对比，使所摄画面具有
一种震撼人心的感染力；另外，鱼眼镜头具有相当大的
景深，有利于表现照片的大景深效果。用鱼眼镜头所摄
的画面，变形都相当厉害，透视汇聚感极其强烈。
10mm

f/5.6

1/400s

50

S

鱼眼镜头形成极其夸张的形变，让整个画面成为了一个圆的形状
（李晟摄）

图丽10-17mm鱼眼镜头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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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 容纳更多景物的广角镜头▎
广角镜头是指焦距短于标准镜头、视角大于标准镜
头、焦距长于鱼眼镜头、视角小于鱼眼镜头的镜头。它
的基本特点是：镜头视角大，视野宽阔。从某一视点观
察到的景物范围要比人眼在同一视点所看到的大得多；
景深大，可以表现出相当大的清晰范围；能强调画面的
透视效果，善于夸张前景和表现景物的远近感，这有利
于增强画面的感染力，比如尼康 AF-S 14-24mm f/2.8G

ED 镜头就是一款经典的广角变焦镜头。
尼康AF-S 14-24mm f/2.8G ED镜头

R

佳能EF 100mm f/2.8L IS USM微距镜头

R

1.2.9▎ 强调细微局部的微距镜头▎
微距镜头可以近距离清晰地拍摄物体，展现物体细
节，常用于拍摄花卉及昆虫等。为了对距离极近的被摄
物也能准确对焦，微距镜头通常被设计为能够拉伸得更
长，以使光学中心尽可能远离感光元件，同时在镜片组
的设计上，也更加注重于近距离下的变形与色差等的控
制。佳能 EF 100mm f/2.8L IS USM，俗称新百微，就是
一款非常经典的微距镜头。
100mm

f/6

1/125s

100

S

微距镜头可以表现我们肉眼不易觉察的一些细节，比较适合拍摄微小
的生态动物（江胜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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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0▎ ▎ ▎能 营 造 超 长 焦 镜 头 效 果 的 折 反
镜头▎
折反镜头又称反射式镜头、反射长焦镜头，是超长
焦镜头的一种特殊形式。一般的摄影镜头，当光线通过
时，从第一组镜片进入，直接到达感光元件。这类镜头
如焦距达 300mm ～ 500mm 甚至 1000mm 时体积会很
大，重量也会增加数倍，使用起来极不方便，而折反镜
头利用光线折返的原理，使光线通过第一组镜片时，不
是直接到达感光元件，而是经过两次反射后才到达感光
元件。镜头长度可以缩短，最大限度地缩小了体积、重
量，也降低了成本。另外，折反镜头还有一个优点，由
于镜头采用无色散的反射面代替有色散的折射面，色散
控制得很好，没有恼人的色散现象。
不过出于对体积的妥协，折反式镜头只有一级光
圈，即无法调整光圈的大小。这不但使得景深控制比较
困难，而且对曝光也提出了较高的要求。所以虽然消除
了色差现象，但最好的折反镜头也不如同等的长焦镜头
成像清晰。其次，由于折反镜头中没有可变光圈。也就
是说，反射头的孔径是固定的、不可调的，虽然通过改
变快门速度可调整曝光量，却不能通过调整光圈的大小

肯高 MIRROR 800mm f/8 DX 折反镜头

R

达到改变通过镜头通光量的目的，这样就导致景深难以
控制。

800mm

f/14

1/1000s

100

S

折反镜头拍摄的作品，画面背景会形成一个个小的光环（王文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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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拍摄事半功倍的各种附件

在购买数码单反相机后，我们的任务并没有完成，我们还需为它购买摄影包、三脚架、UV
镜等一系列的附件。这些附件有些是为了保护相机，有些是为了方便使用，还有一些则为拍摄
提供很大的便利。

1.3.1▎ ▎保护相机和各种拍摄附件的摄影包▎
自从买了数码单反相机，你第一个需要购买的附

1.3.2▎ ▎为相机提供稳定支撑的三脚架▎
选购三脚架，首先要注意的就是三脚架的三个特

件，可能就是摄影包。摄影包不仅有助于保护我们的相

性 ：稳定性、便携性、安全性。目前三脚架多以合金、

机与镜头，还能为我们外出旅游拍摄携带各种附件提供

塑料、碳纤维作为制造材料。
其中塑料三脚架具有重量轻、便于携带、价格低廉

方便。
从目前市场来看，摄影包大致可以分为双肩背包、

的优势，但由于可负载的重量较小，无法稳定支撑大型

单肩背包、单肩挎包、腰包、车载器材箱包、拉杆包及

相机，因此只能与一些卡片式或便携式数码相机配合

其他类型摄影包 （镜头桶） 等。其中车载器材箱包和

使用。

拉杆包一般是专业摄影师的最爱，对于普通摄影爱好者

合金三脚架则多以铝或镁合金为主，这类三脚架具

完全没有必要，我们选择摄影包的重点应该放在单双肩

有刚性强、稳定性好、可支撑大型相机的优势，且价格

背包、腰包和镜头桶上。其中，双肩背包一般容量较大、

适中，但由于整体重量较大，不便于外出携带。

防水防尘能力不错，适合长时间背负，在外出旅行和风

而用碳纤维材料制造的脚架，在具有同等负重能力

光拍摄中可作为主力。而腰包的特点是像单肩背包一样

的情况下，其重量却要比金属架轻 30% ～ 40% ，相对而

方便取放器材，携带起来又不会像单肩包一样重压都在

言更适合于使用专业大型相机的户外摄影者使用，只是

某一个肩膀上，可以取代单肩背包，成为我们日常拍摄

其价格较高。在选择三脚架时要根据每个人不同的拍摄

的主力。镜头桶的特点是轻便，既可以与双肩背包、腰

需求来进行选择。

包组合使用，增大外出的器材携带量，也可单独用腰带
挂于腰间，是

扫街 （也就带一机两镜）的理想选择。

双肩背包具有良好的背负能力，是旅行摄影的最佳选择

R

碳素纤维的三脚架最轻，实用性也强，但价格较高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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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方便携带的各类存储卡▎

反光板是携带方便、又性价比高的补光工具。可以
让平淡的画面更加饱满、更有立体感，能让质感有着更

存储卡的性能指标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速

好的体现。还可以反射部分光线，让需要突出的细节部

度，其二则是容量。需要提醒一下的是，我们在选购存

分更加清晰。用反光板补光比闪光灯更加柔和且不生

储卡时不要一味追求高速，而应该结合考虑自己所使用

硬，也不会有冷光那种特有的尖锐感。

的相机情况，要知道高速卡的价格比普通卡要贵很多，
另外也并非所有的相机都能发挥高速卡的威力。
另外，容量其实是不少影友在选购存储卡时考虑的
第一因素。存储卡的容量选择，和自己的需求以及所使
用的数码相机的有效像素是密切相关的，容量过大的存
储卡，可能会造成资源浪费，但容量过小的话又会让
我们的拍摄无法尽兴。目前市面上的存储卡，容量从

1GB 、2GB 到 8GB 、32GB 甚至更高，我们可以根据自己
的拍摄需求和性价比选择。

1.3.5▎ 保证照片清晰的附件——快门线▎
快门线最早应用于胶片时代的传统相机，通过挤压
气球产生压力推动远端快门达到拍照目的。而如今虽然
到了数码时代，我们依旧发现不管是传统摄影还是数码
摄影，或多或少都会遇到因为按下快门的瞬间力道过大
造成相机震动、歪斜，导致画面模糊，降低照片质量。
所以，避免此种情况发生的好办法依旧是应用

快门

线 ，它可以最大限度地避免手按快门时引起的物理震
动，从而提高画面的清晰度。

容量分别为4GB、8GB、16GB的SD卡

R

1.3.4▎ 重要的补光工具——反光板▎
其实许多人都是因为喜好拍摄人像而加入到摄影爱
好者的行列里来的，那么我想大家都经历过在户外拍摄
人像，而这时有一样东西是必需品，那就是反光板。反
光板分为两种，一种是硬反光板，一种是软反光板。硬

快门线

R

反光板是高度抛光的金色或银色的反光平面，它有高反
光区和低反光区，在拍摄户外人像中表现极其出色，但
同时价格也不菲。软反光板通常为金色、银色、白色或
者这些色彩的组合。软反光板拥有不平整的表面和不规
则纹理，光线在反光板上呈漫反射效果。光源被柔化并
扩大成一个更大的区域。

1.3.6▎▎ 无线遥控器▎
相对于快门线来说，无线遥控器使用起来更为灵
活。无线遥控器不像快门线那样被局限在 1 米左右的范
围内，其使用距离可以达到 5~6 米。除了可以有效防止
由于相机抖动所造成的成像模糊外，在自拍或者拍摄集
体照时，使用无线遥控器也会让拍摄变得十分便利。

金银二色的软反光板

R

无线遥控器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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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 ▎不同光照条件下保障拍摄顺利完
成的外拍灯▎
与反光板间接反射光线充当补光工具不一样，外拍

而外拍灯光的引入，可以从本质上改变纯自然光拍

灯直接充当光源，可在室外为拍摄对象补光。在室外使

摄的技术规律和法则。根据灯光器材的配置程度，摄影

用外拍灯的基本用光原理和室内影棚差不多。除此之

师完全可以忽略阳光的主导作用，并能更主动、有效地

外，使用人工外拍灯光，结合相机的拍摄设置，可以营

利用和控制阳光产生的效果。
无论把外拍灯作为主要光源还是辅助光源使用，

造出纯自然光外景拍摄无法达到的奇特的艺术效果。
一般在自然光情况下拍摄人像，太阳是主体和环境

其对光线的强度、角度、光质和色彩的控制，完全可

表现的主要光源，环境物体的反射和反光板的运用也只

以服从摄影师的主观表现意图，对纯自然光情况下可

能起到辅助表现的作用，且强度、角度和光质必然受制

能产生的诸多光线不理想的情况，也有很大的弥补余

于当时的阳光特性。因此，天气和时机的把握决定着出

地。但对于摄影初学者来说，外拍灯并不一定是必备

片效果。

的附件。

R

对于摄影初学者来说外拍灯并非必要

1.3.8▎ 为相机除湿保持干爽的防潮箱▎
将相机和镜头带回家之后，不仅要注意防止比较剧
烈的碰撞，还定要注意相机的防潮，一般温度在 10 ℃
以下，或湿度 60%RH 以下，霉菌会停止滋生。而珍贵
的镜头、相机、昂贵的仪器等因受潮长霉毁于一旦，因
此使用防潮箱保存珍贵器材是摄影师的最佳的选择，现
在市场上流行的有电子防潮箱和密封式塑料箱两种。
电子防潮箱：电子防潮箱绝对是最适合存放相机及
镜头的环境，里面间隔设计可以方便我们放置多部相
机、镜头以及相关配件，另外电子防潮箱还设置有防盗
锁，使用起来相当于购买了一台保险柜。

电子防潮箱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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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防潮箱的性能虽好，但它的价格要比普通的密
封式防潮箱高不少，而且一般体积较大，选购时要看个

1.3.10▎▎▎▎过滤紫外线/保护镜头的UV镜▎

密封式塑料箱 ：使用简易密封塑料箱可以快速除

UV 镜是保有量最大的滤镜产品，它的真名是 紫
外线滤镜 。UV 镜的作用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过滤紫

湿，但有两个很大的缺点：它会很快把防潮箱里的湿度

外线，因为紫外线影响着我们所拍摄照片的画质，加装

人需要。

导致相机上的有机物由于过于干燥而脱胶开裂，如橡

UV 镜后，进入镜头的紫外线被过滤，照片画面的反差
和饱和度都会得到提升 ；二是保护镜头，UV 镜虽看似

胶、皮革等 ；长期如此，机械部分的润滑油会过于干

简单，仅仅是一块镀有镀膜的玻璃镜片，但它可以防止

燥，保存相机的最低湿度不应低于 40% ，最高不应超过

镜头污浊、防止镜头镜片损伤等。

降到百分之十以下。湿度过小 （一般为 30% 以下） 会

60%，以 40%～50% 为最佳。

UV镜可以有效地过滤紫外线，同时可保护镜头

R

1.3.11▎▎▎▎消除反光的偏振镜▎
密封式塑料箱

R

拍摄风光题材常用的偏振镜，它的主要作用是消除
画面中的不和谐反光。通过摄影师的操作，偏振镜可以

1.3.9▎▎▎ 遮挡杂光/保护镜头的遮光罩▎

选择限制某个方向反射的光线通过，减弱物体表面的反

遮光罩是套在镜头前的常用摄影附件，有金属、硬
塑料、软橡胶等多种材质。遮光罩的作用是防止强光直

光，突出画面的色彩。 在拍摄蓝天白云或水景时经常用
到偏振镜。

接照射到镜片上，导致眩光出现，所以加装一个合适的
遮光罩在任何时候都是有利无弊的，除非故意利用眩光
达到独特效果。一般的套机镜头上都配有遮光罩，在选
购遮光罩时，不是随便买一个都可以用，除了口径要和
镜头的滤镜口径一致外，遮光罩的长短还必须和镜头的
焦距相配套，用了过长的遮光罩会在照片上形成一定的
暗角。

让色彩更加突出的偏振镜

R

1.3.12▎▎▎▎削减进光量的中灰镜▎
中灰镜，又被称作减光镜或 ND 滤镜，其表面呈灰
色，由一块光学玻璃制成。这种滤镜的主要作用是通过
遮光罩能够有效地阻止眩光，保护镜头

R

削减镜头的进光量，以达到降低快门速度的作用。

第1章

比如要想在光线充足的晴天拍摄丝状水流效果，就
需要慢速快门进行拍摄。但是，即使将光圈和感光度调
到最低，图像也往往会曝光过度。因此，这时候就可以
使用中灰镜来减弱进入镜头的光线。这样一来，就可以
在保证曝光正常的同时，获得所需的画面效果。
根据削减光线能力的强弱，中灰镜有多种密度可供
选择，如 ND2 、ND4 、ND8（ 分别可延长 1 挡、2 挡和 3 挡
快门速度。而 ND 后面的那个数字，即代表了其阻挡光
线的能力。
此外，拍摄者还可以将多片中灰密度镜组合使用，
这样就可以获得更强的减光效果。

削减进光量的中灰镜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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