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商品照片的光影调整

曝光对照片效果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商品照片自然也不例外。在后期处理时，可以运用 Photoshop
对照片的曝光度、明亮度及对比度进行调整，修复照片中的光影问题，使画面中的商品主体更加符合其品
质的表现。本章将讲解如何运用 Photoshop 中的调整命令和调整图层调整商品照片的光影，让画面中的商
品更加吸引人。

本章重点
照片曝光度掌控

局部的明暗处理

照片的亮度和对比度的处理

照片暗部与亮部的细节修饰

图像明暗的快速调整

3.1

照片曝光度掌控
对于一些曝光不准确的照片，可以在后期处理中，对照片的曝光度进行调整，
修复曝光不足或曝光过度的图像。使用 Photoshop 中的“曝光度”命令可以运用
预设的曝光度快速调整照片的曝光情况，也可以通过拖曳选项滑块，让照片恢复到
正常曝光状态。

应用要点—“曝光度”命令
Photoshop 中的“曝光度”命令，通过添加或降低曝光量来校正照片中的不准确曝光。要调整曝光度时，在
Photoshop 中打开照片，执行“图像 > 调整 > 曝光度”菜单命令，打开“曝光度”对话框，在对话框中输入数
值或拖曳选项滑块即可对照片的曝光进行调整。
打开一张拍摄的曝光不足的商品照片，如右图所
示，执行“曝光度”命令后，打开“曝光度”对话框，
在对话框中向右拖曳“曝光度”滑块至 +3.39 位置，
再将“灰度系数校正”滑块拖曳至 0.95，设置后可看
到画面变得更明亮。

专 家 提 点 ： 关闭闪光灯拍摄精美小饰品
商品的拍摄是为了真实地还原场景中被摄物体的材质和色彩，因此在拍摄饰品时，如非特别需要可以关
闭闪光灯，避免因光线较硬而产生强烈的反光效果，影响画面的整体效果。
使用“曝光度”命令时，可以通过选用预
设的曝光调整参数快速调节照片的曝光情况。
在“曝光度”对话框中单击“预设”下拉按钮，
在展开的下拉列表中可看到系统预设的“减
1.0”“减 2.0”“加 1.0”和“加 2.0”四个预设
曝光值，选择任意一个选项，下方的“曝光度”
值都会自动发生变化，如左图所示。
技巧

调整图层的应用

在 Photoshop 中进行照片的光影和色彩调整，除了使用“图像 > 调整”中的菜单命令外，还可以通过
“调整”面板创建调整图层来完成。调整图层提供的参数选项和达到的效果与菜单命令完全一样，但使用
起来更灵活、更方便，因此，本章和第 4 章中的示例都将使用调整图层进行商品照片的光影和色彩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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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让曝光不足的商品变得明亮起来
素

效果图

材

源文件

随书资源包 \ 素材 \03\01.jpg
随书资源包 \ 源文件 \03\ 让曝光不足的
商品变得明亮起来 .psd

01

打开素材文件，可以在预览窗口中查看到曝光不
足的效果，打开“调整”面板，单击面板中的“曝光度”
按钮

原

，新建“曝光度”调整图层。

图

02

打开“属性”面板，在面板中将“曝光度”滑块
拖曳至 +5.38 位置，将“灰度系数校正”滑块拖曳至 0.81
位置，设置后可看到原本较暗的图像变得明亮起来。

03

选择“ 画笔工具 ”， 在“ 画笔预设 ” 选取器中选
择第一个画笔， 然后将“ 大小 ” 设置为 250 像素， 在
选项栏中调整画笔不透明度和流量， 在曝光过度的位
置涂抹。

第3章

商品照片的光影调整

41

技巧

01

单击快速校正曝光

应用“曝光度”命令调整照片曝光时，除了可以通过设置参数或拖
曳选项滑块来控制画面曝光度外，还可以利用吸管工具取样黑、灰、白
场，快速自动校正曝光度。默认情况下选择“在图像中取样以设置黑场”
按钮，在此情况下可设置“位移”参数，并同时将所单击的像素转变为
黑色。如果单击“在图像中取样以设置灰场”按钮，则可设置“曝光度”，
同时将所单击的像素变为中度灰度。如果单击“在图像中取样以设置白
场”按钮，可设置“曝光度”，并将所单击的像素更改为白色。

按下键盘中的 [ 键或 ] 键， 调整画笔笔触大小，
继续在曝光过度的图像上涂抹， 适当降低其曝光， 再
按下快捷键 Ctrl+Shift+Alt+E，盖印图层，得到“图层
1”图层。

04

执行“滤镜 >Camera Raw 滤镜”菜单命令，打
开“Camera Raw” 对话框， 在对话框中单击“ 细节 ”
按钮 ，展开“细节”选项卡，在选项卡中设置“颜色”
为 50，“颜色细节”为 25，设置后单击“确定”按钮。

06

07

选中“图层 1”图层，按下快捷键 Ctrl+J，复制图层，
得到“图层 1 拷贝”图层，设置图层混合模式为“柔光”、
“不透明度”为 30%，增强色彩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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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按下快捷键 Ctrl+Shift+Alt+E，盖印图层，得到“图
层 2”图层，选中“图层 2”图层，设置图层混合模式
为“叠加”。

08

执行“滤镜 > 其他 > 高反差保留”菜单命令，打开“高反差保留”
对话框， 在对话框中输入“ 半径 ” 为 4 像素， 单击“ 确定 ” 按钮， 得到
更清晰的纹理。

技巧

02

快速调整RAW格式照片的曝光

通常情况下，“曝光度”命令适用于 JPEG 格式照片的曝光调节，而对于 RAW 格式的照片来讲，最好
的调整曝光的方法还是使用 Camera Raw 程序。将 RAW 格式照片在 Camera Raw 窗口中打开以后，单击“基
本”选项卡中的“自动”按钮，就可以快速设定适合于照片的曝光、对比度等。
技巧

03

自定义适合照片的曝光调整

除了可以应用 Photoshop 中的“曝光度”命令调整照片的曝光度外，也可以使用 Lightroom 中的快速修
改照片功能更改照片的曝光。将拍摄的商品照片导入到 Lightroom 中，然后在“图库”模式中单击“快速
修改照片”面板右侧的倒三角形按钮，展开“快速修改照片”面板，在面板中即可看到一个“曝光度”调
节按钮，每单击一次“曝光度”右向单箭头就会增加 1/3 挡曝光，单击一次右向双箭头就会增加 1 挡曝光；
反之，每单击一次“曝光度”左向单箭头就会降低 1/3 挡曝光，单击一次左向双箭头就会降低 1 挡曝光。

第3章

商品照片的光影调整

43

3.2

照片的亮度和对比度的处理
亮度和对比度共同决定了画面的整体效果，当商品照片的亮度、对比度不能
很好地表现出商品的特点时，就需要通过后期处理，调整照片的亮度和对比度。
Photoshop 提供了一个专门用于精细调整亮度和对比度的菜单命令，即“亮度 / 对
比度”命令。

1．应用要点—手动设置亮度/对比度
亮度和对比度共同决定了画面的显示效果，
在 Photoshop 中，使用“亮度 / 对比度”命令可
以对图像的亮度和对比度进行快速调节，使调整
后的图像整体变暗或变亮。
如右图所示，打开一张因光线不足而较暗的
素材图像，执行“图像 > 调整 > 亮度 / 对比度”
菜单命令，打开“亮度 / 对比度”对话框，在对
话框中将“亮度”设置为 80，“对比度”设置为
45，单击“确定”按钮，应用设置调整图像的亮
度和对比度，使偏暗的玩具图像变得明亮起来。

2．应用要点—自动亮度/对比度
为了让明暗对比不够出色的图像恢复到最自然的影调效果，在使用“亮
度 / 对比度”命令调整图像时，可以尝试运用自动亮度 / 对比度选项进行调整。
如右图所示，在“亮度 / 对比度”对话框中，单击“自动”按钮，系统将会
根据打开的图像情况，自动调整“亮度”和“对比度”值，调整后勾选“预览”
复选框，在图像窗口中就会查看到应用自动亮度 / 对比度调整后的图像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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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调整明暗突出商品的层次
素

效果图

材

源文件

原

随书资源包 \ 素材 \03\02.jpg
随书资源包 \ 源文件 \03\ 调整明暗
突出商品的层次 .psd

图

01

打开素材文件， 在图像窗口中可以看到画面太
暗，打开“调整”面板，单击面板中的“亮度 / 对比度”
按钮 ，新建“亮度 / 对比度 1”调整图层。

打开“属性”面板，在面板中将“亮度”滑块拖
曳至 100 位置，将“对比度”滑块拖曳至 24 位置，此
时在图像窗口中会看到提亮了图像、 增强了对比后画
面变得明亮起来。

03

单击“ 调整 ” 面板中的“ 亮度 / 对比度 ” 按钮，
新建“亮度 / 对比度 2”调整图层，并在“属性”面板
中输入“亮度”为 33、“对比度”为 7，提亮选区，增
强对比。

选择“背景”图层，执行“选择 > 色彩范围”菜
单命令，打开“色彩范围”对话框，在对话框中设置“颜
色容差”为 75，再运用“添加到取样”工具在亮部区
域单击，设置选择范围，单击“确定”按钮，创建选区。

02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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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按下 Ctrl 键不放，
单击“亮度 / 对比度 2”图层蒙版，
载入选区，执行“选择 > 反向”菜单命令，反选选区，
新建“亮度 / 对比度 3”调整图层，并在“属性”面板
中设置选项，调整选区亮度和对比度。

技巧

01

调整RAW格式照片对比度

为了便于数码照片的后期处理，拍摄者往往
会将照片以 RAW 格式存储。对于 RAW 格式照
片，可以使用 Camera Raw 中的“基本”选项卡
调整照片的对比度。在“基本”选项卡中设置了
一个“对比度”选项，拖曳该选项下方的滑块就
可以完成照片对比度的调整，向左拖曳滑块，降
低对比度；向右拖曳滑块，则增强对比度。

技巧

02

06

为了让图像更清晰，可以对其进行锐化处理。盖
印图层， 得到“ 图层 1” 图层， 执行“ 滤镜 > 其他 >
高反差保留”菜单命令，打开“高反差保留”对话框，
在对话框中输入“半径”为 6.0 像素，单击“确定”按钮，
锐化图像。

07

在“图层”面板中选中“图层 1”图层，将此图
层的混合模式更改为“叠加”，设置后可看到照片中的
文字及图案变得更加清晰。再选中“图层 1”图层，并
为其添加图层蒙版， 再运用黑色的画笔在瓶身位置涂
抹，还原清晰的图像，使图像变得更有层次感。

自动影调快速修复细节

亮度是人们对光的强度的感觉，不同亮度级别的画面会给人带来不同的观感。
在商品照片处理中，除了使用 Photoshop 中的“亮度 / 对比度”命令调整照片的亮度
和对比度，还可以使用 Lightroom 中的快速调整功能，快速调整照片的亮度和对比度，
修复照片中的光影问题。使用 Lightroom 调整亮度或对比度前，先将要调整的照片导
入到 Lightroom 内的“图库”中，然后展开“快速调整照片”面板，在面板中单击“自
动调整色调”按钮，快速调整照片的影调。
单击“自动调整色调”按钮后，可自动调整照片的影调，此时单击 Lightroom 中
的“修改照片”按钮，切换到“修改照片”模式，可以在“基本”面板中调整具体
参数值，用户可以根据需要对各选项的参数进行调节，让图像的色调变得更加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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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图像明暗的快速调整
对于商品照片而言，图像的明暗也是突出商品的重要手段。在后期处理时，可
以使用 Photoshop 中的“曲线”命令来快速调整照片的明暗。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
用户可以选择要调整的通道，再向上或向下拖曳曲线，就可以提高或降低图像的亮
度，实现图像明暗的快速修复。

专 家 提 点 ： 利用暗色突显商品的品质
拍摄珠宝等高档商品时，需要表现出商品的价值。此时，可以利用暗色烘托商品的品质感，使拍摄出来
的商品显得更加高贵迷人。

1．应用要点—曲线
“曲线”命令主要用于调整图像中指定区域的色彩范围。使用“曲
线”命令调整图像时，用户可以在曲线上添加多个曲线控制点，然后
分别拖曳各曲线控制点来变换曲线的形状，从而达到更改照片明暗的
目的。打开素材图像后，执行“图像 > 调整 > 曲线”菜单命令，打开“曲
线”对话框，在对话框中对曲线的形状进行设置，设置后在图像窗口
可查看到应用曲线调整后，原来偏暗的图像变得更加明亮，画面中的
饰品也能清晰地显示出来。
在“曲线”对话框中，除了可以通过拖曳曲线来调整
图像的明亮度，也可以使用“预设”曲线来快速调整照片
明暗。单击“曲线”对话框中的“预设”下拉按钮，在展开
的下拉列表中可看到系统预设了多个预设曲线，选择其中
一个选项后，就会将该曲线调整应用于打开的图像。

2．应用要点—自动曲线
使用“曲线”调整照片时，如果觉得设置的图像效果不是那么满意，
则可以选择“自动”曲线的方式，快速调整图像的明暗。执行“曲线”
命令后，在打开的“曲线”对话框右侧可看到“自动”按钮，单击此按
钮后，Photoshop 将会根据图像效果自动调整曲线，并将调整效果应用
于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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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提亮画面展现闪亮的戒指
素

效果图

材

源文件

原

图

02

打开“ 属性 ” 面板，
在曲线上连续单击， 添加
两个曲线控制点， 再运用
鼠标分别拖曳这两个曲线
控制点，变换曲线形状。

03

设置前景色为黑色， 单击“ 曲线 1” 图层蒙版，
选择工具箱中的“画笔工具”，在工具选项栏中设置画
笔“ 不透明度 ” 为 29%、“ 流量 ” 为 39%， 运用黑色
画笔在图像上方及商品下方的投影位置涂抹， 还原涂
抹区域的图像的亮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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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书资源包 \ 素材 \03\03.jpg
随书资源包 \ 源文件 \03\ 提亮画面突出
闪亮的戒指 .psd

01

打开素材文件， 在图像窗口可看到打开的原始
商品照片，打开“调整”面板，单击面板中的“曲线”
按钮 ，在“图层”面板中新建
“曲线 1”调整图层。

技巧

01

不同曲线下调整色彩

使用“曲线”命令不仅可以调整图像整体的
明亮度，也可以调整单个通道的明亮度。在“曲
线”对话框中，单击“通道”下拉按钮，将会打
开“通道”下拉列表，在该列表中用户可以选择
需要应用曲线调整的颜色通道，选择通道后，运
用鼠标对曲线形状进行设置，就可以对选定通道
的明亮度进行调整。调整单个通道的明亮度会导
致照片的色彩发生改变。

按下快捷键 Ctrl+Alt+2，创建选区，新建“曲线
2”调整图层，并在“属性”中运用鼠标设置曲线，调
整选区内图像的亮度。

04

单击“调整”面板中的“亮度 / 对比度”按钮 ，
新建“亮度 / 对比度 1”调整图层，并在“属性”面板
中输入“亮度”为 16、
“对比度”为 23。

06

07

单击“曲线 1”图层蒙版，按下 Alt 键不放单击“曲
线 1”图层蒙版，将其拖曳至“亮度 / 对比度 1”图层
蒙版位置，释放鼠标，复制图层蒙版。

技巧

02

05

选择工具箱中的“ 矩形选框工具 ”， 在选项栏中
设置“ 羽化 ” 为 300 像素， 在图像中的商品对象边缘
绘制选区，执行“选择 > 反向”菜单命令，反选选区，
新建“曲线 3”调整图层，用
曲线调整选区内对象的亮度。

精细的曲线调整

如果觉得使用“曲线”命令调整照片的明暗太过复杂，那么可以选用 Lightroom 中的“色调曲线”快速
调整照片的明暗。在 Lightroom 中导入照片后，单击“修改照片”按钮，切换至“修改照片”模式，在该模
式中就会显示一个“色调曲线”面板，在此面板中不仅可以拖曳曲线
控制照片的影调变化，同时也可以输入准确的数值，调整照片中高光、
亮色调、暗色调及阴影等区域的明亮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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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局部的明暗处理
对照片进行统一的明暗调整，有可能会导致照片出现局部偏暗或偏亮的情况。
因此，在更多时候需要对照片的局部进行明暗的调整。在 Photoshop 中，可以使用“色
阶”命令分别对商品照片中的阴影、中间调或高光部分进行明亮度的调整，使照片
的明亮度更为自然。

1．应用要点—调整阴影、中间调或高光亮度
“色阶”命令主要用于调整图像的色调，它可以对图像的阴影、中间调和高光各区域的亮度进行调整，从而
校正图像的色调范围。执行“图像 > 调整 > 色阶”菜单命令，将会打开“色阶”对话框，在对话框中显示了三个
滑块，其中黑色滑块代表最低亮度，对应画面中的阴影部分，向右拖曳会使阴影部分变暗 ；灰色滑块代表中间调
在黑场和白场之间的分布比例，对应画面中的中间调部分，向左拖曳提亮中间调部分，向右拖曳降低中间调部分；
白色滑块代表最高亮度，对应画面中的高光部分，向左拖曳图像变亮。

2．应用要点—预设色阶快速调整
使用“色阶”命令调整照片亮度时，如果不
能确定准确的参数值，我们可以尝试应用预设
选项来调整照片亮度或对比度。在“色阶”对
话框中，单击“预设”下拉按钮，在打开的下
拉列表中可以看到“增加对比度 1”“增加对比
度 2”“中间调较暗”等共八个预设的色阶调整
选项，根据需要，在该下拉列表中选择其中一
个选项，会根据选择的预设选项调整照片影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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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调整对比反差展现精致家居用品
素

效果图

材

源文件

随书资源包 \ 素材 \03\04.jpg
随书资源包 \ 源文件 \03\ 调整对比反差
展现精致家居用品 .psd

01

打开素材文件， 选中“ 背景 ” 图层， 执行“ 图
层 > 复制图层 ” 菜单命令， 复制图层， 得到“ 背景拷
贝”图层，将图层混合模式设置为“柔光”，
“不透明度”
为 55%， 新建“ 色阶 1” 调整图层， 并在“ 属性 ” 面
板中输入色阶值为 10、0.95、225，调整图像对比。

原

技巧

01

图

快速应用色阶调整

使用“色阶”命令调整照片明暗对比时，在
打开的“色阶”对话框中可看到一个“自动”按钮，
单击该按钮，软件会根据打开的图像自动调整色
阶值，校正照片的影调。

02

选择“ 背景 ” 图层， 执行“ 选择 > 色彩范围 ”
菜单命令， 打开“ 色彩范围 ” 对话框， 在对话框中选
择“高光”选项，单击“确定”按钮，创建选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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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新建“色阶 2”调整图层，并在“属性”面板中
输入色阶值 56、1.00、219， 设置后提高选区内图像
的中间调区域和高光区域的亮度。

技巧

02

针对不同通道的色阶调整

使用“色阶”命令不仅可以调整图像阴影、
中间调和高光的明暗，还可以对单个颜色通道的
明暗进行调整。在“色阶”对话框中单击“通道”
下拉按钮，在展开的下拉列表中会显示当前图像
所包含的所有颜色通道，选择其一个通道后，再
拖曳下方的色阶滑块，就可以对选定通道图像的
明暗进行调整。调整单个通道的色阶值后，图像
的颜色也会发生一定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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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选择“背景”图层，执行“选择 > 色彩范围”菜
单命令，打开“色彩范围”对话框，在对话框中选择“中
间调”选项，单击“确定”按钮，创建选区。新建“色
阶 3”调整图层，并在“属性”面板中输入色阶值 15、
0.91、219，设置后提高选区内的图像各区域的亮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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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打开“调整”面板，单击面板中的“亮度 / 对比
度”按钮 ，新建“亮度 / 对比度 1”调整图层，并在
“ 属性 ” 面板中输入“ 亮度 ” 为 12、“ 对比度 ” 为 13。
新建“色彩平衡 1”调整图层，并对各选项进行设置，
修复偏红的图像。

3.5

照片暗部与亮部的细节修饰
在对拍摄的商品照片进行光影的调整之前，需要先分析图像是太暗还是太亮，
然后再决定是需要对照片的暗部还是亮部进行调整。使用 Photoshop 中的“阴影 /
高光”命令可以分别对画面中的高光与阴影部分进行处理，还能对画面的颜色进行
简单的校正，还原出商品最理想的状态。

应用要点—“阴影/高光”命令
“阴影 / 高光”命令可以将图像的阴影调亮或高光调暗。在对图
像进行“阴影 / 高光”调整之前，先分析图像是太暗还是太亮，然后
再决定将阴影像素调亮，还是将高光像素调暗。
打开一张照片，执行“图像 > 调整 > 阴影 / 高光”命令，打开“阴
影 / 高光”对话框，在打开的对话框中拖曳滑块或输入数值来调整“阴
影”与“高光”选项值，经过设置可使照片的影调恢复正常。

“阴影 / 高光”对话框在默认情况下以简略的方
式显示，如果需要对阴影和高光做更精细的设置，
可勾选对话框中的“显示更多选项”复选框，显示
更多的“阴影 / 高光”选项，然后根据图像对各项参
数进行设置，从而更加精确地修正图像的影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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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调整影调突出商品轮廓

效果图

素

材

源文件

原

01

打开素材文件，选择“背景”图层
并复制，得到“背景拷贝”图层，执行“图
像 > 调整 > 阴影 / 高光”命令，打开“阴
影 / 高光”对话框，在对话框中设置阴影
“数量”为 56%，提高阴影部分的亮度。

技巧

01

使用Lightroom调整阴影与高光

要分别调整照片阴影与高光的明亮度时，
不但可以使用“阴影 / 高光”命令，也可以使
用 Lightroom 中“阴影”与“高光”选项。将
照片导入到 Lightroom 中，然后切换到“修改
照片”模块，在展开的“基本”面板中即显示
了“阴影”与“高光”选项，向左拖曳“高光”
滑块，降低高光部分的亮度，向右拖曳“高光”
滑块，提高高光部分的亮度；向左拖曳“阴影”
滑块，降低阴影部分的亮度，向右拖曳“阴影”
滑块，提高阴影部分的亮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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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随书资源包 \ 素材 \03\05.jpg
随书资源包 \ 源文件 \03\ 调整影调
突出商品轮廓 .psd

02

03

继续在“阴影 / 高
光”对话框中进行设置，
勾选“ 显示更多选项 ”，
输入高光“数量”为 3%、
“色调宽度”为 23%、
“半
径 ” 为 53 像素、“ 颜色
校正”为 +20、
“中间调
对比度 ” 为 +30， 设置
后单击“确定”按钮。

盖印图层，得到“图层 1”图层，执行“滤镜 >
锐化 >USM 锐化 ” 菜单命令， 在打开的对话框中设置
选项，锐化图像，并添加蒙版。

04

单击“调整”面板中的“亮度 / 对比度”按钮 ，
新建“ 亮度 / 对比度 1” 调整图层， 在打开的“ 属性 ”
面板中输入“ 亮度 ” 为 25、“ 对比度 ” 为 73， 进一步
提亮画面，加强对比效果。

05

单击“调整”面板中的“曲线”按钮
线 1”调整图层，并在
“ 属性 ” 面板中单击曲
线， 添 加 两 个 曲 线 控
制 点， 再 运 用 鼠 标 拖
曳 曲 线 控 制 点， 更 改
曲线形状。

技巧

02

使用Camera Raw调整阴影和高光

在 Photoshop 中，要调整阴影与高光部分的
亮度，可以应用全新的 Camera Raw 滤镜。打开
图像后，执行“滤镜 >Camera Raw 滤镜”菜单命令，
将打开 Camera Raw 对话框，在该对话框中，通
过拖曳“基本”选项卡中的“高光”与“阴影”
滑块能够分别调整画面中高光部分与阴影部分的
图像的明亮度。

，新建“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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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继续在“属性”面板中对曲线进行设置。选择“蓝”通道，运用鼠标单击添加曲线控制点，分别拖曳各控制点，
调整曲线形状。再选择“红”通道，运用鼠标单击添加曲线控制点，分别拖曳各控制点，调整曲线形状。设置后
在图像窗口可看到应用曲线调整的效果，按下快捷键 Ctrl+Shift+Alt+E，盖印图层。

07

执行“滤镜 >Camera Raw 滤镜” 菜单命令，打开 Camera
Raw 对话框，在对话框中单击“镜头校正”按钮 ，切换至“镜
头校正”选项卡，在选项卡中的“手动”标签下设置镜头晕影“数
量”为 -100、
“中点”为 31，设置后单击右下角的“确定”按钮，
为图像添加晕影效果。

技巧

03

添加晕影突出主体

在对商品照片进行处理时，为了让
画面中的商品对象更加醒目，可以在
照片中添加晕影效果。除了可以使用
Camera Raw 中的“镜头晕影”功能为
照片添加自然的晕影效果外，也可以在
Lightroom 中使用“镜头校正”面板为
照片添加晕影。在“镜头校正”面板中
单击“手动”标签，展开“手动”选项
卡，在选项卡下方就可以设置选项，为
照片添加镜头暗角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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