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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使用哈苏Phocus图像处理软件

我们希望当您打开并尝试Phocus软件后，能从它的工作流程和图像处理能力上得到更多创意灵感。

图像质量毫不妥协
Phocus RAW处理器为哈苏数码图像提供终极质量处理方案，包括：

• 数码镜头校正功能，可处理色差、畸变及暗角（DAC I、 II以及 III）
• 哈苏真实色彩还原解决方案（HNCS）确保完美色彩
• 保留元数据基础上去除摩尔纹，完整保留每寸细节
• 使用调节层工具可选择性调整图像
• 于适配电脑进行图像处理时，可使用GPU。更快导出图像，提升图像放大预览时效果。

Phocus Mac版本支持TIFF、JPEG、DNG、以及PNG等格式文件；Phocus Windows版本支持TIFF以及
JPEG格式（查看支持的文件章节或前往哈苏官网了解详细信息）。Mac版本Phocus软件支持导入由超过
150款相机拍摄的图片，包括佳能、尼康、莱卡、索尼、富士以及奥林巴斯等。

完美视觉享受
Phocus软件界面功能丰富，画面颜色准确，完全符合人眼的真实感受，确保使用其他图像处理软件进行再
次编辑时，也能确保所见为所得。此外，用户可自定义界面，以适应当前工作流需求，用户可调整主窗口
为全屏视图、对比视图、浏览视图、水平或垂直视图等。进行并列检查、对比、以及选择时可打开多个文
件夹。

相机工具
Phocus提供多种特殊扩展功能，可辅助操控哈苏相机。包括动态视频在内的多种功能，让图片拍摄及工作
流更简单；同时支持连机拍摄时或将数码后背安装于大画幅取景相机时，使用Phocus软件控制对焦，提供
前所未有的全新拍摄模式，让拍摄更便捷。适配iPhone/iPod以及iPad的移动端Phocus Mobile软件，让远
程控制及图像共享更轻松。

高度自定义工作流
使用Phocus软件，用户可自定义界面，设置常用功能，适应不同工作流需求。使用时，可同时打开多个
文件夹， 使用快速收藏功能让处理文件更高效。通过预设，用户可将图像导出为多种类型格式。即使是不
同工作平台，也可通过编辑、保存、导出以及导入工作流，确保跨平台工作流的延续性。此外，Phocus 
Mobile可将用户从相机后方解放出来，进行远程操控。

元数据
当处理哈苏3F RAW格式文件时，元数据可提供准确且精细的图像调整、分类以及标注，并提供以下便
利：

1. 丰富且简单的文件信息，及历史编辑信息；
2. 拍摄、角度、设备、倾斜度等设置将会直接以元数据的形式存储于图像文件中，以便使用数码镜头校正

功能（DAC）；
3. 哈苏GPS配件的GPS数据直接与谷歌地球（如能使用）相联，可存储拍摄信息，便于存储及搜索图像。

将图像导出为TIFF或大JPEG格式文件后，可保存大部分拍摄信息，以便后期处理及归档。

领先的摩尔纹去除技术
使用Phocus软件，即使是高像素哈苏图像上出现的摩尔纹也能有效去除。Phocus软件在元数据基础上自
动去除摩尔纹，确保图像质量完整同时无需进行特殊遮盖或进行手动处理，节省后期处理的时间。摩尔纹
工具仅适用于处理哈苏RAW格式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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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大的兼容性
Phocus软件可于Mac及Window平台运行。支持所有使用USB或FireWire的相机。请查阅Phocus使用须知
(Read Me)了解详细信息。

电脑配置推荐
中画幅格式文件需要中等处理性能的电脑，确保快速顺畅处理。请阅读Phocus使用须知了解硬件、显卡、
存储系统以及配置要求，从而获取Phocus软件最佳性能。

兼容艺卓（Eizo）使用颜色校正传感器的显示屏
用户可通过Phocus软件校正Eizo显示屏，确保显示屏可提供最佳图像效果。当连接至适配显示器时，
Phocus软件将自动弹出对话窗口，等待用户确认是否需要进行校正。选择继续后将会进入偏好设置中的
Eizo标签，可设置校正选项并开启校正流程。同时也可设置是否使用Phocus进行校正。

但是，校正后不支持无缝对接Eizo的ColorNavigator软件。也就是说，一旦使用Phocus进行屏幕校正，当
打开ColorNavigator软件后，屏幕将会自动恢复至校正前的状态。当切换回Phocus软件后，系统将会提示
显示屏界面变更，并提示用户是否使用Phocus恢复校正完毕状态，或者取消允许Phocus校正屏幕功能。

使用Phocus软件校正后的屏幕，可以很好的和哈苏RGB以及哈苏LRGB色彩空间搭配使用。不过，校正后
的屏幕也可以和其他色彩空间很好配合，例如Photoshop中的Adobe RGB。但是，若经常于较窄的色彩空
间，例如sRGB中查看图像，请通过Eizo ColorNavigator软件进行特殊设置。

........................................................

软件升级

哈苏不定期更新Phocus软件，以提升其整体功能。请查看哈苏官网www.hasselblad.com查看最新的软件
升级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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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本用户手册

本手册介绍Phocus软件的特点以及如何于Mac及Window平台使用。由于两个平台的交互界面很相似，
因此本手册以Mac版本的Phocus截图为例，并穿插部分Window版本截图以便理解。同时，两个平台使用
Phocus的操作流程几乎一致，仅快捷方式有所不同。我们在手册中，用红色文字以及红色标签表示Mac平
台的快捷方式，蓝色文字及蓝色标签表示Windows平台的快捷方式。操作时，有时候需要单击鼠标右键。
若于Mac平台，此时可通过按住Ctrl键的同时单击鼠标实现。

本手册旨在为希望不断探索专业数码摄影更多可能性的专业摄影师提供解决方案。因此，使用本手册前请
确保您具有一定操作电脑并使用图像处理软件的经验，并熟悉菜单结构、文件系统、文件存储及工具等概
念，能理解色彩校正、锐度以及曲线等摄影词汇。因此，本手册更多是作为Phocus软件的使用方法的归
类，提供理论支撑，而非手把手的图像编辑说明。 

希望您能于Phocus软件的使用中发现图像编辑的优势。Phocus软件不是一个固定工作流或工作方式，而
是提供用户一个平台，用户可以自己去发现，并根据自己个人化的工作环境对软件进行自定义和预设。用
户才是真正决定图像质量的人。 

我们建议使用初期可参考Phocus用户手册，了解Phocus的功能及优势。下载最新版本Phocus软件后，请
仔细阅读“使用须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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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cus软件完全支持哈苏3FR及3F格式文件，同时支持其他格式文件，但
使用上有所限制。Mac版本Phocus软件支持文件预览，并支持编辑TIFF、 
JEPG、DNG以及PNG格式文件，同时支持编辑由超过150款第三方数码相
机所拍摄的图片，包括佳能、尼康、莱卡、索尼、富士以及奥林巴斯等。
Windows平台支持TIFF以及JPEG格式文件。

同时，用户亦可使用其他第三方软件来编辑处理哈苏RAW格式文件，例如
Adobo Camera Raw/Lightroom、Apple Aperture。但Phocus依旧是最
完善的图像处理软件。通常情况下，对RAW格式文件来说，Phocus以及
Adobe都可生成相同质量的图像文件，因此用户可根据自己的使用习惯来
进行选择。但在使用Apple Aperture中，数码镜头校正功能以及哈苏真实
色彩还原解决方案无法使用。请查看Phocus“使用须知”及哈苏网站了解
更多信息。

3FR：未经过连机拍摄时，存储于CF卡中的图片格式。作为3FR格式时，
可通过缩略图进行查看，之后通过选择并导入后，将会变为3F格式文件。

3F：通过连机拍摄或将3FR导入Phocus后所得到的图像文件格式。无需再次
导入文件，即可调整并实时导出文件。导出的3F文件中包含了图像的元数据。

MP4：用户可于主窗口中查看MP4视频文件。

3FV：RAW格式视频文件（H6D-50C及H6D-100C）可导出为Cinema 
DNG或Apple ProRes格式文件。 

支持的文件格式

jpegdng ti�

等等

cr2nef mos

3FR MP4

JPEG 3FV
TIFF 

JPEG 

PSD

DNG 

etc. etc.

.nef

.dng

.cr2

.tiff

.mos

.jpe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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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拍摄的文件可存储为3FR格式文件（CF卡中），便于后期于
Phocus软件或其他软件中进行处理，也可存储为3F格式文件（连机拍摄
或将3FR文件导入Phocus中后）。在任何情况下，如果保留原始的3FR
或3F格式文件，您可以在以后版本的Phocus或其他软件中继续处理该文
件，以便利用提升的全新功能。

其他（仅适用于Mac平台）：包括各种格式，RAW和非Raw，专用和一
般。这些文件在经过Phocus处理之前，首先Mac Support会对文件进行
初始读取和处理。也就是说，在Phocus中查看到的是一个包含有各种文
件格式的一个混合文件夹。
由于这些文件所包含的数据与哈苏格式的文件不同，因此对某些Phocus
的工具而言，可能在使用时会有限制。实际运用时，以下工具无法使用：
高光恢复、暗部修复、清晰度、镜头校正、降噪和情景校正。

其他的工具可随意使用，同时将会生成Sidecar的文件。这类文件是独
立的文件系统，里面包含了于Phocus中调整画面所做操作所需的必要数
据。这些文件的名称和原始RAW文件一致，同时也会自动存储于同一位
置，因此，为同源文件区分开，sidecar的文件名后缀会有一个.phos。当
将通过Phocus软件处理后的任何非哈苏格式文件发送到其他文件夹，其
他电脑或其他外部存储媒体时，请务必同时发送相应的sidecar文件。否
则，于Phocus软件中所进行的调整和处理将会丢失。如果于Phocus软件
中复制或者移动文件，sidecard文件将会自动与源文件一起复制或移动。

当对第三方源文件进行预览时，根据每家制造商的不同标准，会反应不同
的处理结果。曲线校正和色彩校正上尤其明显。因此，Phocus软件将会
自动生成单独的预览文件，以便查阅。

如果用户有需求，Phocus软件支持对非RAW格式文件进行调整。

请注意：
 支持所有使用USB及FireWire的哈苏数码相机产品所拍摄的图像文件。

 除第一代Ixpress系列以外，支持对所有使用USB及FireWire的哈苏数码
相机进行连机操作。

 不支持扫描3F格式文件。

 通过Phocus生成的3F格式文件不支持FlexCo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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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使用

本章节主要介绍Phocus软件的功能及工作方法。

Photo: Bara Prasilo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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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cus USB盘中有应用安装程序、用户手册、教学
视频、示例图片以及使用须知。安装后，用户需注
册Phocus软件，并选择是否通过邮件接收软件、硬
件升级，以及哈苏产品信息的通知。

打开Phocus软件界面后，出现的欢迎界面上将出现
很多信息，例如“新功能”，对Phocus软件升级后
的功能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文件存储位置：首次使用时，Phocus将会自动生成
一个图像存储文件夹，命名为Phocus图像，位置位
于硬盘的文件夹中，如左图A所示。当通过连机拍摄
时，图像将会自动存储于该文件夹中。通过存储卡
导入的图像，可在导入时选择存储位置。

文件来源：用户可通过读卡器或通过连接相机，导
入CF卡中存储的图像文件。当连接哈苏相机时，相
机工具中将会出现该相机图标。同时，左上方的拍
摄按钮将变为亮橙色。连机拍摄的图像将会存储于
当前的存储位置，并于缩略图以及主窗口中查看。

文件夹、读卡器、存储卡、硬盘以及快速收
藏等将显示于浏览窗口中。点击可于缩略图
下查看存储的相关内容。

A

开始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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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

概览

Phocus主窗口中，左侧为浏览窗口（A），右侧为工
具区域（B），中间为主窗口（C），下方为缩略图
窗口（D）。

导入文件

连接至哈苏相机（F i r e W i r e或U S B）或通过读卡
器（ F i r e W i r e或U S B）将存储卡中的图片导入
Phocus。通过电脑FireWire端口和USB口连接至电
脑的哈苏相机，无需使用读卡器，即可轻松导入拍摄
图像。

文件

无论是从存储卡还是连接相机导入的图像，都会自动
于Phocus软件中显示。

浏览文件夹

缩略图中将会自动显示连机拍摄以及存储卡中的图
像文件。用户也可点击相应文件夹（相机/硬盘/存储
卡）查看文件夹中存储的图像文件。

视频文件

用户可于主窗口预览MP4格式视频文件。

调整

点击缩略图中的图像文件，于主窗口查看，并调整图
片（3FR格式文件需选择，然后再点击输入后（E）
才能进行编辑）。

然后从工具区域（D）中选择所需的工具，按照需求
进行设置。

基本选项

用户可点击选择缩略图中的图像进行编辑（可通过点
击鼠标拖拽或按下Cmd/Ctr l按键的同时点击鼠标选
择多个图像）。选中的图像将会出现白色边框。用户
可对所选图像进行以下快速操作：

• 幻灯播放——播放所选图像
• 打印——打印所选图像
• 输出——将图像存储为需要的格式，进行存储或保
存于其他电脑进行图像编辑。

G

A

B
C

D

E

• 通过非连机拍摄或存储于存储卡中的3FR
格式图像，需首先导入为3F格式后，才可
查看细节。但无需转换格式，即可进行打
印。

• 3F格式文件可直接预览。通过连机拍摄
或将3FR格式图像转换后可得到3F格式
图像。

• 

• Mac版本的Phocus软件支持多种类型的
raw文件，并支持编辑、JPEG、DNG以及
TIFF。查看文件支持章节获取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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幻灯播放

点击幻灯播放可快速全屏浏览所选图像。

1. 于缩略图中选择需要进
行幻灯播放的图片。

 除未经过输入处理的哈
苏3FR文件以外，支持所
有类型文件（详细查看
文件支持章节）。

于缩略图预览下，出现白色边框的
为所选定的图像。

2. 点击工具栏中的幻灯播放图
标，或通过菜单栏中的图
像>幻灯播放，开始播放图
片。

Mac

Windows

1. 从控制面板选择所需操作。

Alt++L
+ +L 

Mac平台的额外功能

向前，播放/停止，向后 索引表。选择后将鼠
标放置于图像上查看
信息。点击进入当前
所选图片。

适应屏幕
大小。

将所选文件
导入iPhoto
收藏。

关闭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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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通过Phocus软件打印高清图片，也可打印缩图页。打印
时，可调整图片方向、缩放比例、打印尺寸、颜色管理和布
局等。

打印

于缩略图预览下，出现白色边框的为所选定的图像。

2. 对话框中包含多个选项。打印质量默认为
高像素。即使是3FR文件也可直接打印，
无需转换为3F格式。

 点击整个图像选择整张纸打印。点击自动
旋转设置正确的图片方向。也可选择下一
张或上一张图片。查看下个章节了解详细
信息。

全屏打印

勾选只有选择的按照初始选择打印
文件。

点击缩图页。然后选择每
页的图像数量。

缩图页

查看勾选
的方框。

1. 于缩略图下，选择需要打印的图像
文件：

• 点击工具栏中的打印图标
• 通过文件菜单，选择打印
• 使用快捷键：

Ctrl+P+P 

使用以上方法可进入打印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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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输出功能，可将图像导出（转换为）多种类型格式文
件，包括JPEG、TIFF、GND等。同时支持同步导出为多种
或同种类型格式文件。

输出

2. 于输出对话框，可进行如下操作：

 a) 输出文件的存储位置
 b) 存储的文件格式类型
 c) 文件存储的名称
 d) 多种格式文件输出

1. 于缩略图下，选择需要输
出的文件：

• 点击工具栏中的输出图标
• 通过文件菜单，选择输出
• 使用快捷键： 于缩略图预览下，出现白色边框的为所选定的图像。

Ctrl+S+S

（查看调整章节了解更多信息）

a) 选择文件存储的位置。

b)  点击此处查看
可存储的文件格式
选项。

c )  点击此处可显
示可选择的文件命
名格式。

输入文件名

d) 点击此处，
展开对话框，
将文件输出为
多种格式。

使用以上方法可进入输出对
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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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局概览

Phocus软件的设计理念，就是要适配用户个性化的
工作流。

本章节介绍了各种布局模式。

Photo: Rafal Malesz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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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局概览

下图标注及说明的部分为本手册所主要谈及的内容。
请注意，图示只是一种界面布局，用户可根据自身使用习惯更改布局。

主窗口

显示缩略图预览中所选择
预览的图像。可通过更改
主窗口大小和位置来显示
两个主窗口，对比图像。

主窗口工具栏

专用于处理主
窗口图像的工
具。

缩略图

显示所选文件夹中
的图像。可更改布
局、图像尺寸以及
分类。

工具区域

包含四个标签，每个标
签页下有多种工具。用
户可自定义设置。

菜单

包括主窗口、视图以及帮助信息等。

浏览窗口

可查看目标文件夹、存储文件
夹、收藏、硬盘以及设备。

工具栏

包括一系列工具。用
户可自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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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trl++B
+ +B 

}Ctrl++V
+ +V 

}+Ctrl+ F
+ +F 

}Ctrl++Alt+V
^+ + +V 

}Ctrl++T
+ +T 

下面是对Phocus软件整体布局较为详细的介绍。我
们还会介绍部分快捷键，详细的请查看相关章节。
用户也可于本手册最后查看快捷键列表。

浏览窗口

浏览窗口（请注意与工具区域中的浏览工具区分）包
括拍摄文件夹、偏好、收藏、文件系统以及设备。

每个标题下可查看可存储的所有目标位置。将鼠标
放置于浏览窗口和主窗口间的分隔栏，可拖动调整
大小。也可隐藏浏览窗口，以便查看主窗口。注意
该浏览窗口菜单只可放于Phocus界面左侧。

1. 菜单>窗口>隐藏浏览窗口-从而增加缩略图和主
窗口大小。

2. 菜单>窗口>布局，选择隐藏或显示浏览窗口。

主窗口

主窗口可检查拍摄图像。下方为主窗口工具栏。用
户可向上或向下拖动主窗口工具栏调整主窗口大
小。竖幅模式下可左右调整主窗口大小。

1 .  菜单>窗口>隐藏主窗口 -从而增加缩略图的大
小。

2. 增加主窗口-增加一个新的主窗口

3. 全屏 -将主窗口与主窗口工具栏全屏显示。按下
ESC键或退回可退出全屏显示。

4. 菜单>窗口>布局，选择隐藏或显示主窗口。

工具区域

工具区域包括四个部分：拍摄、浏览、调整以及输
出。每个部分都可根据用户习惯进行设置。

1. 菜单>窗口>隐藏工具-从而增加主窗口和缩略图
的大小。

2. 菜单>窗口>布局，选择隐藏或显示工具。

点击预设的布局，可迅速将界面更改为目
标布局。

提示



www.hasselblad.comPhocus

21用户手册

如需调整工具区域的某个标签，首先单击需要更改
的标签，然后该标签将会出现于工具区域前方。点
击需要移动的工具，然后按照以下步骤操作：

将该工具拖拽至该标签中工具列表的目标位置。

将该工具拖至工具区域以外位置可移除该工具。

点击每个工具左侧的两个长方形图标，可将该工具
窗口悬浮于主窗口。

点击工具区域右侧的菜单图标可展开工具选项，然
后点击需要加入工具区域的工具。

某些工具右侧有菜单图标，用户可点击后查看扩展
选项。

用户可将任意工具放置于任何一个标签下！

缩略图

缩略图可位于主窗口的下方，左侧或主窗口位置全
屏显示。

1. 菜单>窗口>隐藏缩略图-从而增加主窗口大小。
2. 菜单>窗口>布局，选择隐藏或显示主窗口。

布局

用户可自己设定布局提高工作效率，节省工作时
间。例如，有的用户喜欢比较简洁的布局，可以快
速检查以及导入图像，同时也会设置一个布局包含
特定设置，专用于调整图像。 

用户可于主窗口上方的工具栏更改布局。点击工具
栏>布局>编辑可保存/编辑自定义布局。

点击菜单Phocus>参数，可设置于特定情况下使用
特定布局，例如连机拍摄时。

关于工具区域及工具栏各个工具的使用，本手册在
后面将做详细介绍。

}Ctrl++N
+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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浏览窗口

浏览窗口下可查看文件可存储位置，包括拍摄文件
夹、偏好、收藏、文件系统以及设备。

Photo: Roman Jehan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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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可于浏览窗口查看目标文件夹，并可快速直达以下图像存储文件
夹：拍摄文件夹、偏好以及收藏。于浏览窗口将鼠标放置于某个文件
夹上，然后单击右键可选择：添加到收藏夹、用作拍摄文件夹、在文
件管理器中显示、新建文件夹等。用户也可双击文件夹更改文件名。
浏览窗口的一级文件名不可修改。

布局

用户可根据需求将浏览窗口区域缩小或放大，也可完全隐藏该窗口。

• 左右拖拽窗口间的分隔线可调整浏览窗口大小。

选择菜单>窗口>显示/隐藏浏览窗口（或使用快捷键）
注意浏览窗口的位置只可位于整个Phocus界面的左侧。

导航

点击（1）可切换最近打开的文件夹，用户可于浏览窗口中查看当前所
选择的文件夹名称（2）。

点击（2）处可展开所有最近打开的文件夹进行查看。然后点击某个文
件夹，可在缩略图查看该文件夹的所有图像文件。

点击文件夹旁边的三角形（3）可展开文件夹，查看里面所包含的具体
子文件夹内容。

文件夹列表

拍摄文件夹：文件夹中包含导入或拍摄保存的图片。

首次使用Phocus软件时，将会自动生成一个Phocus图片文件夹，
并同步保存于桌面。无论是通过存储卡导入图像，还是直接连接相机
拍摄，图片都会自动默认保存于该文件夹中。同时，用户也可自行设
置，将图片保存于其他文件夹。

用户可于浏览窗口下找到Phocus图片文件夹，单击可于缩略图中查看
文件夹中图片。

用户也可创建或选择其他文件夹为Phocus图像存储位置：
1. 新建文件夹并命名。
2. 选择浏览窗口，并一步步点击至新建的文件夹。
3. Ctrl+鼠标点击/点击鼠标右键将会弹出窗口，选择用作拍摄文件夹。

浏览窗口

快捷键

显示/隐藏

B+ +

BCtrl+ +

提示

点击文件夹名称可进行编辑。

提示

双击文件夹可展开或关闭文
件夹。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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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好：包括一系列常用文件夹。选定文件夹并拖动至偏爱栏下方，可
加入偏爱列表。

收藏：用户可将选定的图像保存至快速收藏。例如，用户可从若干文
件夹中选择满意的图像，加入至快速收藏中，以便进行展示。用户可
通过拖拽方式或使用快捷键将图像加入快速收藏。括号中的数字表示
收藏中的图像文件数量。点击快速收藏可于缩略图中查看里面的图像
文件。

凡是加入快速收藏的图像文件，其于缩略图中显示时，右上角将会出
现快速收藏的图标 。

加入快速收藏的图像文件原始文件依旧保存至原位置，快速收藏中仅
为该图像的快捷方式。因此，若从原位置删除原始文件，则快速收藏
中的同一文件将会同步自动删除。若将文件从快速收藏中删除，不会
影响原位置文件。

文件系统：显示连接于电脑的硬盘，资料夹等。

设备：显示连接的相机/数码后背。仅当连接设备后会出现该项目。

提示

增加/移除快速收藏

按下  + B / Ctrl + B 可
将于任意文件夹中的缩略图
窗口中所选择的文件添加至
快速收藏。

按下  + B / Ctrl + B可将

于缩略图窗口中选择的文件
移除快速收藏。

使用退回/删除可快速将文件
移除快速收藏。 

 BCtrl +
 B+

提示

新导入的文件将会显示于浏
览窗口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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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略图

缩略图可显示所选文件夹中的所有图像。用户可更
改布局，同时调整图像尺寸和分类。

Photos: Hengki Koentjo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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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略图

缩略图窗口上方信息栏显示所选文件夹名称、内含图像文件数量以及
各个选项图标等。用户可于下一页查看各个图标的详细信息。

根据缩略图大小不同，右侧会有滑动条（横幅/竖幅模式下），用户可
拖动滑动条查看所有图像文件。

布局

缩略图默认位于Phocus界面下方，图像从左往右排列。如需更改布
局，请按照以下方式操作：

• 于横幅模式下，上下拖动分隔栏（缩略图与主窗口之间）。

• 于竖幅模式下，左右拖动分隔栏（缩略图与主窗口之间）。

• 选择工具栏>显示。可快速显示或隐藏Phocus软件的四大区域：标
准、浏览、主窗口以及缩略图。

• 选择工具栏>横幅/竖幅，可将布局更改为竖幅模式，此时缩略图位
于主窗口的左侧。

• 选择菜单>窗口>显示/隐藏缩略图，或使用快捷方式。

• 选择菜单>窗口>浏览>布局或使用快捷方式。仅出现缩略图（无预
览窗口或工具包）。

修改缩略图大小

如需更改缩略图的预览尺寸，请：

• 点击（1）中的+或-号放大或缩小缩略图中所有图像的尺寸。

• 拖拽某张缩略图右下角的图标（2），可同步放大或缩小所有缩略
图的尺寸大小。

• 选择某张缩略图，按下（ + ++/-/0）（Ctrl+ ++/-/0）放大/缩小

所有缩略图尺寸，以适应窗口布局。

重命名、移动文件，图片内部评级（IAA）以及标星

重命名：
• 点击文件名并修改。

移动文件：
• 拖拽图像至主窗口，可查看大图。

导入前，可对文件进行内部评级
• 用户可通过按下键盘上的按钮进行评级-6：绿色、7：黄色、8：红色

快捷键

显示/隐藏缩略图

N+ +

NCtrl+ +

}Ctrl++N
+ +N 

}Ctrl++4
+ +4 

提示

当处于仅有缩略图窗口的状

态下，按下  + 0 / Ctrl + 0 
可修改缩略图大小，以适应
当前窗口。 

}
+ Ctrl+ ++ + +
+ Ctrl+ −+ + − 

+ Ctrl+ 0+ + 0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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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阅、筛选缩略图并分类

根据文件类型筛选图像

例如，选定3F，则只会显示已导入的3F格式文件，将不会显
示其他格式图像文件。

根据评级筛选图像

例如，选择只查看绿色和黄色评级，则系统将会自动排除所
有评级为红色的文件。也可点击信息栏上的颜色按钮来筛选
不同评级的图片。

根据标星筛选图像

例如，选择只查看标星为3星的图像，则系统将会自动只显
示标星为3星的图像。点击查看无星级图像，此时将会显示
所有未标星的图像文件。

缩略图可以多种方式预览和分类。
点击信息栏右侧的菜单按钮查看可选项，并进行选择。

根据名称排序 同时也可通过使用内部评级系统
或标星对图像文件进行筛选。

通过多种方式进行排序。

通过名称、
日期或自定
义筛选。

升序或降序
按照评
级筛选

用户可使用内部评级系统或通过标星的形式对
缩略图进行评级。使用H系统相机/CFV后背拍
摄的照片将会自动使用内部评级系统对图片进
行评级，导入Phocus后会自动显示。用户可于
Phocus软件中更改所有图片的评级。

用户只可通过Phocus软件对图片进行标星。
当导出文件时，选择应用标星（用户可进行
设置），则可于其他图像处理软件，如Apple 
Aperture和Adobe Lightroom，查看到标星
信息。

用户可使用内部评级系统或标星于缩略图中筛
选并对图像进行分类。

用户可按下键盘上的数字按钮对图像进行内
部评级，如下：

    标星                  内部评级

1 ✩  6  ●

2 ✩ ✩  7 ●

3 ✩ ✩ ✩  8 ●

4 ✩ ✩ ✩ ✩ 

5 ✩ ✩ ✩ ✩ ✩

缩略图选项菜单

点击菜单图标
可显示缩略图
选项菜单。	

根据日期排序

自定义排序

显示图片类型

显示评级：

显示星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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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

点击缩略图，于主窗口查看。若选择了多个图像文件，可通过点击其
中的某一个或使用键盘上的箭头工具进行选择。

打开多个主窗口页面

按下Cmd/Ctrl的同时并使用鼠标点击所需浏览的文件夹，可于缩略图
打开多个文件夹，如1。使用此方法，可轻松管理多个文件夹。点击右
上角的X可关闭文件夹（可选择设置隐藏浏览窗口增加主窗口空间，以
便查看图像）。

菜单选项

于缩略图中选择图片文件，然后使用Ctrl+点击鼠标/鼠标右键可查看图
片菜单选项（2）。用户可于单一图像文件或多文件进行此操作。

缩略图信息标签

缩略图上有不同标记，显示文件格式、状态以及/或文件历史。同样，
当隐藏缩略图时，用户也可于主窗口的信息栏（3）进行查看。具体例
子请看下页。

1

2

3

筛选图像文件显示信息

例如，勾选裁切和标记则显示已经裁切和标记的图像。若未勾选裁
切，则显示整个缩略图（此时如依旧勾选标记，则依旧可查看图像
的裁切标记）。

对文件进行排序
选择名称，文件将会按照文件名称进行排序。选择排序方式后，用
户可选择降序或升序进行排序。

于信息栏中隐藏/显示排序和筛选

显示筛选和排序 隐藏筛选和排序

显示图像信息：

排序：

选择排序或筛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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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已被编辑
（以及保存）

文件已导出

文件已被裁切

图像标签示例

缩略图示例

快速收藏

3FR格式文件 快速收藏快捷方式

文件已被编辑（以及保存）

多重拍摄图片

文件已导出 文件已被裁切

当处于仅缩略图模式时，可双击图片，于
主窗口打开图片。

若对文件进行内部评级或标星，但未在主
窗口和缩略图中查看到图片，请检查是否
对图像进行了筛选操作。

用户可选择缩略图中
的图像进行幻灯播放
（非3FR文件）。选
择菜单>图像>幻灯
播放。

可选择上一张、下一
张、暂停、索引以及
适合屏幕大小。

提示 提示

提示



30

主窗口

主窗口可查看大图，检查画面细节并调整图像。于
主窗口下，可查看主窗口工具栏。

Photo: Dmitry Agee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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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局

默认设置下，主窗口位于屏幕中央，缩略图上方，并自动显示从缩略
图中选择的图像文件。主窗口上方为图片信息栏，显示当前图像缩放
尺寸、基本曝光信息以及标签信息。同时，该信息栏有+、-号，可放
大或缩小图像。主窗口区域下方为主窗口工具栏。图片信息栏和主窗
口工具栏的位置和大小会根据主窗口的变化进行变化。
更改布局：

• 于横幅模式下，上下拖动分隔栏（缩略图与主窗口之间）。
• 于竖幅模式下，左右拖动分隔栏（缩略图与主窗口之间）。
• 选择工具栏>横幅/竖幅，可将布局更改为竖幅模式，此时缩略图位

于主窗口的左侧。
• 选择菜单>窗口>显示/隐藏主窗口。
• 选择菜单>窗口>单独打开主窗口 (^ +  +  + V) (Ctrl + Alt + 
 + V)，可单独打开主窗口（双屏幕操作时，可使用此功能）。

• 选择菜单>窗口>全屏显示主窗口 (  +  + F) (Ctrl +  + F)，可全
屏显示主窗口。

• 选择菜单>窗口>布局>标准 (  +  + 1) (Ctrl +  + 1)，可切换至
标准视图。

• 选择菜单>窗口>布局>主窗口 (  +  + 3) (Ctrl +  + 3)，可隐藏
浏览窗口、工具区域以及缩略图。

于主窗口下调整图像大小

更改大小的方法：

• 于主窗口工具栏选择缩放工具。然后点击图像，点击部分将会被放
大。

• 按下Cmd++/-（Ctrl++/-）可放大/缩小图像。
• 按下主窗口右上角的+/-标志可放大/缩小图像。
• 适合窗口大小：菜单>图像>充满窗口(  + 0) (Ctrl + 0) 
• 放大至100%：菜单>图像>缩放到100% (  +  + 0) (Ctrl + Alt + 0)  

 

更改主窗口大小

• 移动分隔栏增加或减少主窗口区域大小。
• 隐藏浏览窗口和/或工具区域和/或缩略图可更改主窗口区域大小。

主窗口

快捷键

显示/隐藏

V+ +

VCtrl+ +

提示

当同时浏览主窗口和缩略图
窗口时，按下  +  + 
N / Ctrl +  + N 可临时
将缩略图窗口隐藏，再次按
下可显示缩略图窗口。 

提示

主窗口右上角显示当前图像
的放大比例。 

提示

用户可于主窗口信息栏查看
基本的拍摄信息。

提示
抓手工具

图像放大时，可按下空格键
从而使用抓手工具拖动放大
的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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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窗口工具栏

点击图标或使用快捷键以启用以下功能。

对比窗口	w/w

可左右显示两张图像。用户可对比不同文件夹选项中的图片。

首先于缩略图中选择要查看的图片，然后点击对比窗口图标（或按下
“W”键），然后于缩略图中选择需要对比的图片。图片信息，以及
两张图片的评级/标星都会显示。按下“S”键可切换主窗口中所预览
的图像顺序。于对比窗口下再次按下“W”键可退回至标准窗口。点
击主窗口工具栏上的竖幅/横幅可切换横幅或竖幅模式。

打样模式	o/o

于普通模式和打样模式间进行切换，用户可于两个模式下设置不同的
背景颜色以及边距。

裁切工具	c/c

使用裁切工具可裁切主窗口图片。用户可于工具区域>调整>裁切和
方向对裁切工具进行设置。裁切时，用户可实时于裁切区域左下角看
到裁切尺寸。点击其他工具可查看未裁切的图像，再次选择裁切可查
看裁切后的图像。裁切后，点击裁切区域外部或使用快捷键 (  + Z) 
( Ctrl + Z )  可取消裁切。裁切同时使用键盘上的数字按键1—9可切
换裁切区域网格线数量。裁切后，图像缩略图左上角将会出现裁切图
标（查看缩略图章节）。

平整工具	r/r

点击平整工具后，于图像内垂直或平行拖动绘制一条直线。松开后，
图像将自动与所绘制直线平行，从而调整图像角度。使用平整工具
时，可于裁切和方向工具中查看图像所调整的角度大小。通过拖动裁
切和方向下的平整滑动条也可调整图像角度。

白平衡工具	n/n

可快速平衡中性色调。点击白平衡工具，然后将鼠标移动至图像偏中
性色调部分，再次点击，即可还原正确白平衡。将鼠标移动至图片各
位置，可于右下角查看该区域RGB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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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放工具	z/z	–

放大 ++ 缩小 +–       适合窗口大小 +0 ，100%放大 +Alt+0 

放大Ctrl++ 缩小Ctrl+−     适合窗口大小Ctrl+0 ，100%放大Ctrl+Alt+0

将缩放工具放于图片需要放大的区域，点击可对该区域放大100%。
再次点击可退回至原大。用户可于主窗口上方信息栏右侧查看放大比
例。

抓手工具	h/h

将图像放大后，可使用此工具移动图像。放大图像时，也可通过按下
空格键，使用该工具。

读出工具	i/i

使用可于主窗口中显示某个点的色彩RGB数值。将鼠标置于图像中
RGB数值框上，待鼠标变成十字型后，可拖拽，随着拖拽区域的变
化，数值将不断改变。使用删除 /空格键可删除该数值框。用户可于
主窗口右下角的主窗口工具栏右侧菜单中选择显示输入RGB、输出或
Lab数值（详情查看下页）。

暗部警告	^+ +d / Ctrl+d 

警告选项设置：^+ +w / Ctrl+w 
图像中欠曝的区域，将会以浅品红色进行标记（默认设置），并将图
像区域中受到影响的部分涵盖进去。选择菜单>查看>警告选项（或使
用快捷键）可设置警告值及警告颜色。

高光警告	^+ +h / Ctrl+h

警告选项设置：^+ +w / Ctrl+w 
图像中过曝的区域，将会以浅青色进行标记（默认设置），并将图像
区域中受到影响的部分涵盖进去。选择菜单>查看>警告选项（或使用
快捷键）可设置警告值及警告颜色。

显示网格	 + +g/ Ctrl+g

网格选项：^+ +g / Ctrl++g 
于主窗口中增加辅助网格，可有效帮助构图。选择菜单>查看>网格选
项可设置网格的数量及颜色。按下Alt的同时拖动鼠标，可移动网格于
图像中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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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叠加图	 + +o 

叠加图选项：^+ +o / Ctrl+ +o。  + 鼠标/ Alt + 鼠标

可将另一张图像叠加至原图像上方。主要使JPEG、TIFF、PNG、
PSD、PDF以及GIF格式文件作为覆盖图层图像，建立蒙版。选择菜单
>查看>叠加图选项，选择透明度及尺寸，也可于该窗口下选择叠加图
图像文件。用户也可通过拖拽方式替换图像。按下Alt键同时拖动鼠标
可移动叠加图。 

前一个图像	 + / Ctrl+  

显示上一张图片。

后一个图像	 + / Ctrl+  

显示下一张图片。

切换对比图像	s/s

于主窗口对比窗口模式下，可切换两张图片的位置。

颜色信息

当鼠标移动至主窗口图像的某块区域时，将会显示该区域的输入
RGB、输出或Lab颜色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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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 Ctrl+F

选择全屏主窗口时，主窗
口界面将会全屏显示，同
时也会显示主窗口工具
栏，以便继续检查图像并
编辑处理。

菜单>窗口>全屏主窗口

用户可于缩略图或主窗口
中按下1、2或3更改对所
选图像的图片评级，分别
表示为绿色、黄色或红
色。同时，也可点击主窗
口中的绿黄红图标进行图
片评级。

选择对比窗口，可比较两
张图片的锐度等。首先在
缩略图中选择一张图像，
然后于主窗口工具栏中选
择对比窗口，然后再选择
另一张图像，即可对两张
图像进行对比。

此时对图像进行的调整仅
对左侧的图像有效，右侧
图像不受影响。

隐藏缩略图时，主窗口上
方信息栏左侧将会出现缩
略图信息标签，以便用户
查看。

Mac系统：Ctrl/鼠标右键
点击主窗口工具栏的警
告、网格以及叠加图工具
可进入子菜单选项。

Windows系统：鼠标右键
点击主窗口工具栏，可进
入查看菜单，了解更多选
项。

提示 提示 提示

提示 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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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机拍摄

通过USB或FireWire连接哈苏数码相机至电脑后，
可控制相机拍摄。

Photo: Bryn Griffit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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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ortcut

Capture

连接

使用USB或FireWire连接线连接哈苏相机至电脑。成功连接后，浏览
窗口中设备（1）下方以及相机工具中将会出现图标，确认连接成功。
打开工作信息，然后进行设置。选择图像存储位置，然后可于缩略图
上方信息栏右侧查看到剩余可用空间。

拍摄

于工具栏中查看相机工具。根据机型/设置，可通过以下方式进行连机
拍摄：

• 点击工具栏中的拍摄图标（3）(H系列，部分V系统系列)
• 使用快捷方式 +n / Ctrl+n
• 使用相机

拍摄后，图像将自动存储于所选的图像存储位置中（默认为：Phocus
图像文件夹）（查看浏览窗口章节了解如何新建图像存储位置文件
夹）。所选文件夹名称将显示于浏览窗口顶部作为提示。

拍摄完成后，主窗口以及缩略图中将即时显示所拍摄的图像。图像左
侧的图标（4）用于提示用户拍摄进程，当该图标消失时表示图像已
存储。

提示

• 拍摄图像默认自动存储为预选的图像存储位置，因此拍摄前请确
认已选择了正确的存储位置（查看图像存储位置章节了解详细信
息。）

• 通过连机拍摄所得的图像将会自动存储为无损压缩3F格式。
• 使用相机工具可准确控制相机设置。根据相机型号不同，相机工

具下有多种控制可选。除可设置快门速度、光圈外，还支持使用
“+”或“ -”号调整远程对焦增量，或通过组合键控制对焦以及
景深。

• 根据相机型号的不同，相机工具中可使用的工具将会有所区别。由
于H系统相机适配性较V系统相机更强，同时拥有更先进的数据控制
能力，因此H系统相机进行连机拍摄时，可选功能更多。

• 相机工具中的反光镜预升按钮仅支持H系统相机。

连机拍摄

+ N
Ctrl + N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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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视频

H及V系统相机都支持使用动态视频功能，但H系统相机在使用上更
自动化。该功能适用于需要精确构图，不能移动被摄物，于工作室环
境中进行连接拍摄时使用。使用此功能可拍摄连续图像（每秒更新一
次），所拍摄的图像将会显示于主窗口中，用户可放大查看对焦。同
时，用户可设置使用声音或视觉辅助功能，确保准确对焦。

步骤

使用此功能时，需要保持快门打开，确保有足够的光线进入传感器。
因此，拍摄时唯一可进行的曝光设置就是更改光圈以及控制背景光。
通常只需要比较低照度的光线以及小光圈（一般情况需要两者结
合）。因此拍摄前需要就需使用的光线和光圈值进行测试，做几轮试
拍。如果使用H系统镜头，可直接使用自动光圈设置，不过此时的光圈
值可能和您期待的工作光圈值有所不同。

H及V系统

1. 打开Phocus软件，连接相机。
2. 打开相机工具（默认设置位于主窗口右侧），然后进行设置。
 H系统：将相机设置为手动模式。此时于动态视频模式下暂时无法

设置光圈和快门速度。
 V系统/CFV：整个过程中需确保镜头保持打开状态。根据使用的设

备采取合适的方法。设置一个临时光圈值。
3. 通过以下方式启动动态视频拍摄功能：
 • 点击相机工具中的动态视频按钮
 • 选择菜单>查看>动态视频模式
 • + l / Ctrl+ l

4. 此时主窗口将会显示动态视频图像。使用CMOS的相机，图像为彩
色；使用CCD的相机，图像为黑白。

5. 可引入网格以及/或叠加图检查构图位置。
6. 同时也可检查对焦点（详见下页）。

实时视频按钮

反光镜预升按钮

Ctrl+ L
+L 

提示

于设置中可选择当连接相
机时触发某个特定的页面
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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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动态视频下检查对焦点

选择缩放工具，然后点击需要
检查的区域，查看放大图像。

^+ + +A 

Ctrl++A 

更改对焦设置后会实时生成一
个更新图表。数值越高，证明
图像锐度越高。也可开启声音
提示，辅助工作。

1

2 3 4

检查对焦

使用主窗口工具栏中的缩放工具，可以放大想要检查对焦的图像区
域。主窗口中的图像格式将会更改，并于下方显示放大图像。该图像
为焦点图像，并且将于不断更新的图像中显示，以便用户确认是否已
准确设置对焦。 

H系统相机连接至电脑后，通过直接使用相机或按下相机工具上的按
钮A（3）对相机进行初步自动对焦。然后点击动态视频按钮（1）进
入动态视频模式。

• 点击工具中的“-”（2）或“+”（4）（注意，不是键盘上的+
或-按键）更改对焦。

• 按下  / Ctrl 同时点击“-”（2）或“+”（4）进行精确对焦调
整。

• 按下Alt / Alt 同时点击“-”（2）或“+”（4）可粗略调整对焦。
 
按下^(Ctrl)+ + +a / Ctrl++a 选择声音提示，此时当对焦设置为最
佳设置时，将会出现声音提示。

这么做的目的是于选定的图像区域获得最佳锐度。

使用V系统/CFV后背时，用户需于镜头上手动更改对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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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W视频

H6D-50c及H6D-100c可录制专用3FV格式的
RAW视频。

Photo: Ove Bengts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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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视频

点击3FV缩略图，然后将光标移动至主窗口，此时将会显示RAW视
频编辑工具。使用该工具可于导出文件前预览视频，并剪切视频起
止点。

导出RAW视频

无需预先导入，3FV格式的RAW视频可直接从存储卡中导出。导出时
请点击视频文件的缩略图，然后选择输出。

除了导出为CinemaDNG格式外，也可将RAW视频导出为ProRes格
式（Phocus版本为3.2及以上）。与CinemaDNG格式不同，导出为
ProRes时，Phocus会自动使用镜头校正以及哈苏真实色彩还原解决方
案（HNCS）调整文件。换句话说，导出为ProRes格式的文件，实际
上是每一帧都是静态图片的导出方式。

导出文件时，可选择导出为CinemaDNG及另外6种ProRes格式。
请注意，当导出为ProRes格式时，默认会将文件色域转换为哈苏
Rec.709，确保即使是后期使用QuickTime Player或Final Cut Pro播
放，也能完美适配。但实际应用时，由于版权限制，视频转换时无法
完全按照既定标准。如果需要生成Rec.709进行导出，并且完全符合
标准，用户可自行进行预设，并选择使用Rec. ITU-R BT.709-5配置
文件。

RAW视频调节模式

查看3FV文件时，用户可于主窗口左上方查看到RAW视频调节模式。
如需于RAW视频中观看调整效果，请勾选开启该功能。如只需导出为
CinemaDNG视频，而不做调整，使用非RAW视频调节模式可快速回
放，并进行快速导览。也可使用快捷键Cmd-Alt-A (Mac) Ctrl-Alt-A 
(PC)进入RAW视频调节模式。
 
除减少噪点工具外，其他大部分工具都可用于调整视频。使用工具调
整视频后，可能会导致文件导出耗时变长。

注意，对视频的调整是应用于整个视频，而非某一帧。

RAW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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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视频编辑功能

出现RAW视频编辑工具时，表明用户可剪切编辑视频。  和其它视
频编辑工具一样，编辑视频顺序不会损坏视频，只是做为视频编辑
的一部分。在不同的模式下，UI会有所区别。于RAW视频调节模式
下，有一个名为Trim的按钮（1），于非RAW视频调节模式下，点
击工具图标（2）可找到Trim按钮。点击Trim将会显示视频剪辑工具
（3），此时可选择视频的起止点，剪切视频。再次点击Trim可保存
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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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区域

工具区域位于屏幕的右手边，包含四个独立的工具
标签。用户可针对每个工具标签下的栏目进行自定
义。工具区域永远位于Phocus软件的右侧位置，但
可以通过隐藏工具区域来增加主窗口大小。

Photo: Rafael Roj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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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区域

工具区域一共包含四个标签，分别是：拍摄、浏览、调整和输出。用
户可根据使用习惯对这四个标签下的栏目进行自定义设置。包括复制
工具在内的所有工具都可自定义组合，放置于任一一个标签栏下。设
置后，用户需点击每个工具左侧的三角形图标（1），此时将会显示每
个工具的具体信息，拖动滑动条（3）或更改数值（4）可进行具体设
置。右侧的方框（6）表示应用了此更改设置。某些工具右侧有菜单图
标（5），点击可获取更多功能。点击浮动图标（2）将会于主窗口弹
出窗口显示该工具，并自动关闭工具区域中的该工具菜单。

标签

用户可使用以下三种方法选择一个标签并将其置于顶层：

• 点击该工具标签
• 选择菜单>窗口>工具包>拍摄、浏览、调整、输出。
• 使用快捷键（查看下方图示）

点击右侧工具区域顶部的菜单图标，查看所有工具选项。点击任意一
个工具，可将该工具加入选择的工具标签下，用户也可选择载入默认
的工具设置。

工具

点击工具区域右上角的菜单图标（7），展开工具列表，然后选择需要
加入工具区域的工具选项，将该工具添加至某个工具标签下。
如需从工具去榆中移除某个工具选项，拖拽该工具至工具区域外即可
移除。同时，用户也可拖拽调整工具区域中各工具选项的位置，或将
其拖拽悬浮至屏幕其他区域。 

工具设置

通过点击每个工具左上方的三角形图标可查看工具的详细信息，从而
用户可以更改设置、查看图片信息。有的工具可同步使用滑动条和通
过输入数字的方式进行设置。

快捷键

显示/隐藏

T+ +

TCtrl+ +

拍摄 浏览 调整 输出
Ctrl+ 1

+ 1 

Ctrl+ 2
+ 2 

Ctrl+ 3
+ 3 

Ctrl+ 4
+ 4 

提示

每个标签所包含的工具示例

1 2

3 4

5 6

7

选择工具栏>布局>编辑可
保存特定的设定值，例如工
具是否可见、当前使用的标
签以及浮动工具栏等。 

保存的设置可复制，导出及
导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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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可直接输入某个特定数值，也可点击主窗口后，使用“上”或者
“下”键增加或减少数值。

预设工具

工具窗口内多个工具都包含建立预设和删除预设的功能。通过简单创
建快捷方式可快速将某个设置应用于其他文件中。

按照以下步骤建立预设：

1. 确认已勾选工具栏右上角的方框（1），勾选后可实时查看进行的
调整和设置。

2. 点击右侧的菜单图标（2），此时将会显示工具菜单栏（3）。
3. 点击建立预设（4），此时将会出现一个对话框，用户需对该预

设进行命名。然后点击确认图标保存预设。此时再点击菜单图标
（2）后将会于弹出的工具菜单栏中查看到该预设。

4. 如希望将此预设应用于其他图像中，可于主窗口打开目标图像后，
按照上面步骤点击选择已设置的预设，图像将会自动根据预设进行
调整。

下面的章节将会对Phocus软件中的预设功能做一个基本介绍。

本手册默认用户在使用前对图像编辑软件中的大部分编辑功能都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并曾经使用过市
面上常见的标准图像编辑工具。

12

4

3

如 需 更 改 工 具 设 置 ，
可 使 用 键 盘 数 字 区 的
“上”“下”键，无需手
动输入数字或滑动滑杆。

任何一个工具标签下可
包含任意一个工具或所
有工具。

可按住Alt/Option的同时点
击某个已打开的工具的左
侧三角形符号，可同时关
闭所有已打开工具。同样
的，按住Alt/Option的同时
点击任意一个工具左侧的
三角形符号可展开工具。

于参数菜单下，可选择当按下功能键或点击特定工具标签后所
使用的特定布局。

更改工具设置后，按下 
+Z /Ctrl+Z可撤回设置，每
按一次可撤回至上一步。

按下 + +Z /Ctrl+Y可重
复上一步操作，每按一次
重复一次。

提示 提示 提示

提示 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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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设指的是用户设置并存储或出厂自带的快捷方
式。使用预设可节约照片编辑的时间与精力，并
确保多重自动化任务可安全执行。

在Phocus软件中，预设是一个重要的核心环节。
用户可从Phocus界面不同区域进入预设。例如，
在输出工具中，可于预设菜单中将输出格式设置
为TIFF。当输出文件时，输出预设栏不仅会显示
用户提前设置的文件格式，同时用户也可根据实
际需求更改所需输出的文件格式。

例如，图示中将输出格式更改为Layers PSD，
可以看到输出预设工具中的相关选项也发生了变
化。因此，可以说用户可以于Phocus软件中多个
位置进入预设，更改预设并检查当前预设。

示例-输出预设

输出图像时，输出窗口将会显示一系列选项，第
一个（1）为文件存储目标位置。

后面的选项依次为：输出预设（2），名称预设
（3），工作名称（4）等。输出预设及名称预设
旁边有编辑按钮。

点击输出预设旁边的编辑按钮将会显示输出预设菜
单，包括：文件格式（5），每英寸像素（PPI）
（6），尺寸（7）以及输出描述文件（8）。

示例中，所选择的文件格式为TIFF，也可于输出
预览工具中查看（通常该选项呈灰色，表明已锁
定，点击解锁图标 9 可编辑自定义预设或使用左
下角的+号图标新建预设）。

若选择JPEG格式，则文件格式中将会显示JPEG
（10）。点击质量（11）可于下拉菜单中选择图
片质量。

同样，可选择图片尺寸（12）以及输出描述文件
（13）。

使用左下角的+或-号可增加或删除预设。同时也
可复制，输出以及输入预设（15）。可使用锁定
工具（16）锁住所设预设，以免误更改。

导出窗口中的添加输出选项（17）可于窗口中显
示其他预设。 

预设-通用

2
3

4

1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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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设-继续

名称预设

于Phocus界面下，用户可于多个位置进入名称预
设，例如导出文件（查看上一章节）时，或于工
作信息工具栏中（文件名称>编辑）。

图例中，可于模板（1）中选择名称并使用退回按
键删除。

选择日期格式（2）可设置全长日期格式（3）和
中等时间（4）。

名称预设下包含多种选项，可满足大部分设定
需求。  

IPTC（国际新闻通讯协会）预设

IPTC数据预设开启时（IPTC数据>建立预设），
可于其菜单栏中选择建立预设，可选择预设
（5）、新增预设（6）以及删除预设（7），然
后于右侧选择需要显示或剔除的信息。

查看本章节了解关于IPTC数据以及IPTC关键字的
更多信息。

工具预设

通过对工具进行预设，便于后期使用及修复图
片。请查看本章节的前面部分内容了解详细信
息。

概况

大量的设置选项，可供用户灵活组合配置，满足
专业级图像处理需求。欢迎用户自行摸索Phocus
软件的预设功能，以适配个人工作的特殊需求。

若进行合理的设置，使用预设功能可极大优化工
作流，减少工作耗时及消耗的工作精力。

编辑时，需要点击 图标开启编辑模式，若无

法点击，表明当前预设不可编辑，用户可新建
预设。

1

2

43

5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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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浏览

请于调整章节查看详细解释。

调节层

使用调节层工具，用户可以“图层”的形式尝试对不同的参数进行选
择性调整。分别结合以下工具选择对某一图层的某些区域进行修复调
整：

• 笔刷
• 渐变工具
• 重复渐变工具

查看调节章节了解详细内容。 

布朗闪光灯控制

使用此工具，可通过Wi-Fi连接后对布朗闪光灯进行设置。分别可设
置：

• 输出功率
• 打开/关闭立体感光等
• 打开/关闭提示音

请前往“布朗闪光灯控制”章节了解详细信息。

相机

显示连接至计算机的相机信息。比起V系统相机，当连接的相机为H
系统相机时，相机信息栏将会显示更多信息，例如对焦模式、曝光模
式、反光板预升等。查看实时录像/连机拍摄章节了解更多详细信息。

拍摄信息

基于所使用的相机型号和设备，显示拍摄时所记录的相机元数据。对
每个图像文件而言，元数据都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由于H系统相机
具有更好的数码功能以及整合性，所以使用H系统相机拍摄时，比起V
系统相机，将会显示更多信息。 

工具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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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5

拍摄顺序

可设置自动拍摄3、5、7张不同光圈数值/快门速度的照片，并设置合
理的间隔参数。Phocus软件自带出厂预设，但用户也可自行进行设置
预设并保存预设，以便后续使用。

一次拍摄顺序由多张照片组成。根据拍摄启动时的曝光设置，可设置
后续拍摄的每张照片所偏移的光圈值和/或快门。使用圆形按钮可设置
每张照片重复拍摄的数量，同时设置每次重复拍摄时的时间间隔。同
时也可设置预延时，按下开始键后延迟首张拍摄，大幅度降低按快门
所带来的机械振动。

颜色校正

用户可对局部或全局进行颜色校正。使用取色笔可单独分离出某一色
调，然后通过使用色调（H）、饱和度（S）和亮度（L）滑动条或者
通过颜色盘来调整。

同时可使用饱和度和色彩滑动条来对整张图进行颜色校正。

如需对某个色调进行调整：

1. 选择取色笔（1）。（保持按住Shift按键可对多处进行取色）
2. 将取色笔放置于主窗口图像中需要调整颜色的位置，此时颜色盘上

将会出现相应的点（2）。
3. 可通过以下方式调整色调、饱和度以及亮度：
 a) 调整滑动条（3），或
 b) 使用键盘上的箭头按键，或

c) 点击颜色盘上的点并拖动其形成一个箭头（4），通过拉伸、缩
短以及旋转箭头更改颜色设置。也可拖拽以放大或缩小色块区
域大小，或者旋转色块区域，对图像的其他颜色进行调整。 

4. 使用 +Z / Ctrl+Z 或者退回键可每次退回至上一步。

如需进行全局校正：

饱和度&色彩：使用滑动条（5）可对整张图像的颜色进行校正。饱和
度将会对整张图像颜色进行调整，而色彩则对已经饱和的区域进行保
护调整（例如人像皮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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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切和方向

可设置固定裁切大小（默认为：没有），以及方向。点击蒙版，将会
弹出一个窗口，可选择颜色以及蒙版透明度。 

平整工具中包含90度旋转的快捷按钮，可快速将图像旋转90度。同时
还有一个滑动条，可将图像旋转±45°。

用户也可于主窗口下方的工具条中点击直线图标，进入平整工具。选
择平整工具后，将鼠标放置于图片上，鼠标将会变为十字型。 点击图
片上的任意一点，然后水平或垂直方向画线，可于水平或垂直方向上
调整图像位置，图像将会自动与所绘制的直线平行。此时如果打开裁
切和方向工具，可同步查看到图像旋转的度数。

如需进行大幅度调整，点击裁切和方向上的旋转箭头图标，可将图像
顺时针旋转或逆时针旋转转动90°。“R”表示的是当前图像的方向
以及相应的变化，点击“R”可水平翻转图像，然后再使用滑动条对图
像方向进行细微调整。裁切模式下，可按住Alt键同时拖拽裁切图像的
外部区域旋转图像。也可使用方向箭头重新规划裁切区域。

使用旋转或基准校正工具时，将裁切区域扩展至旋转变形后图像的外
部非常有用。此情境下，检查是否勾选允许外部裁切，否则只能将裁
切区域限制于图像内部。

曲线

曲线调整可对特定单一通道或整个RGB进行设置。点击并拖动即可调
整曲线。每点击曲线图任意一处，就会出现一个点，此时曲线将会自
动朝该点靠近，而无需点击真正的曲线。该系统将会保证曲线平滑。
调整时请确保已勾选工具右侧的方框，对调整的图像进行实时预览。

点击滴管图标，然后将鼠标放置于主窗口图像需要取色的位置。此时
将会自动于曲线中显示该颜色所对应的曲线的位置，并且曲线上将会
出现一个点。使用删除或退格键可退回至上一步。曲线工具支持进行
预设，以便对一系列图像进行统一调整，保持一致。

曲线
可通过拖拽或点击曲线上
的引力点后使用键盘的
箭头按键来移动该点的位
置。按住Ctrl/向上箭头可
修改引力点移动的幅度。

如需删除曲线上的引力
点，选择后点击Delete或
Backspace按键即可。 

提示



www.hasselblad.comPhocus

51用户手册

使用去脏工具标记脏点。

2

4
6

 /Shift key

1
3

5

7 去脏工具	d/d

使用去脏工具可快速移除由于传感器上面的灰尘杂质所造成的成像图
像上的点。用户可单独使用该工具，或与调整工具搭配使用，以便对
同一批次的照片快速调整。

点击（1）或使用键盘上的字母“D”可激活该功能。然后于图像上将
脏点标记，通过拖动标记的圈的中央来更改去脏工具的位置。可通过
半径滑动条（3）或拖动标记区域，或位置确定后拖拽圆形边缘（4）
来更改半径区域大小。同时使用数值滑动条（5）或者输入数字来调整
数值。

对于不规则形状的部分，可按下Alt/Ctrl键的同时来选择区域（6）。可
使用箭头（7）来选择具体的圆形区域，然后分别进行调整（使用删除
可移除一个点）。于工具右侧菜单中选择建立预设，然后使用工具栏
中的修正工具，可将当前设置的去脏工具应用于同一个文件夹中的图
像中。

曝光

曝光值、亮度、反差、修复、暗部修复以及清晰度都可通过滑动条或
直接输入数字进行更改。修改时，图像将会以原大的形式进行调整。

简单来说，修复是通过从原文件中获取数据，从而对过曝的高光区域
进行修复；暗部修复可提升图像暗部区域的质量，以及清晰度将会提
高中性色调的对比度，让图像更清晰。

用户可使用其中一个工具，也可搭配使用。可能需要多次调整才能达
到理想效果。

黑白工具

通过红绿蓝通道参数，可以分别对画面中红绿蓝色调的明亮度进行调
整，从而使黑白的影调层次处理得更细腻。勾选右侧方框可导出图像
为调整后的黑白文件，取消勾选则导出为彩色图像。

直方图

可查看三原色直方图，默认显示合并的三原色直方图。可通过滑动
三角形标志或输入数值来调整阴影、高光和灰度系数。勾选输出值
方框，可查看包含所有用户调整信息的直方图，勾选终点方框，将会
显示顶部滑块和值域，以便用户进行调整。（若终点值非默认的0和
255，即使未勾选终点方框，数值也会显示于左上和右上角。）当直方
图处于输入模式时，将会看到光圈系数标记。拖动底部可放大直方图
工具，以便查看更多信息。

滑动进行更改时按住  / Shift 可检查发生变化的阴影或高光区域，使
用欠曝警告和过曝警告可实现相同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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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

可通过点击并拖拽圆点的形式
来调整工具窗的大小。 

按下Ctrl/Ctrl按键的同时点击直方图工具中的阴影滑动条或高光滑动
条，然后可于弹出窗口中更改警告颜色以及阀值。

IPTC数据

使用IPTC数据工具可将预设信息，包括建立者、联系信息、内容描述
以及状态等IPTC元数据应用于图像文件中。

点击工具栏右上角的菜单图标，然后可于弹出窗口中选择编辑或者建
立预设。

选择编辑可勾选数据中所需包含的信息，预设中IPTC数据包含三个类
别，分为大、中和小。例如，无论选择何种类别，都包含建立者这个
信息数据，因此选择编辑后可看到建立者选项都已勾选，但用户可能
希望将地址信息包含至大和中类别中，而不于小类中体现，因此编辑
时可去掉小类中所勾选的地址选项。

打开任何图像文件后，选择小、中或大可查看每个类别将会显示的信
息。请于下一页查看IPTC数据的大图示。

IPTC关键字

可单独向文件中或某批次文件中加入关键字。拖拽IPTC关键字工具下
方边框处可拉大或缩小工具区域，工具栏将会自动折叠，点击下方页
码（如图示）后可查看其它关键词。

于选择后方的下拉菜单中，可选择已保存关键词、编辑以及所有关键
词。查看下页了解更多关于编辑关键词的信息。用户可将关键词加入
单张或多张缩略图中，可选择输入新关键词或者从列表中选择。

工作信息

提供新拍摄图片工作信息，进行连机拍摄时非常有用。

拍摄文件夹：选择文件存储的目标文件夹。

工作名称：可输入新的工作名称。

名称预设：从四个名称预设中选择一个，更改或编辑文件命名方式。

下一个序号：输入下一个序列号。

元数据：将IPTC预设与文件关联。所选择的IPTC预设将会控制连机拍
摄或者通过输入功能输入的图像所包含的元数据数量以及类型。

如需建立新预设，选择编辑进入编辑选项。然后点击+号新建预设，并
勾选或删除需要增加/去除的信息，然后保存。此时，新建预设的名称
将会出现在元数据菜单栏中，见下页。

使用修复及暗部修复工具
时，可开启过曝 /欠曝警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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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TC数据

IPTC数据可包含多种信息。
可将信息分组，加入小、中和大
三类预设中，以便快速编辑里面
所包含的信息内容。

IPTC Core

编辑和管理IPTC关键词

选择所有关键字后，下方将会
显示所有关键字，然后每个关
键词会呈按钮的形式，用户可
选择一个或多个加入所选文件
夹中。

示例中，以自然为例，将关键
词限定为自然大类中的所有小
类别。如图所示，湖泊、河流
以及树木都属于自然这一类。
然后点击河流，则会选中河流
并显示于上方。

（下页继续。） 

将会出现的一系
列关键词，将其
包含入文件中

选择关键字

Small Medium Large

IPTC预设中可包含标星信息。
选择大类后，下拉至最底部可
对预设进行预先标星评级。

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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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和管理IPTC关键词

如需增加类别，请点击类别
栏的“+”号按钮，输入新
的标题。

按照需求增加关键词。如需
删除，可选择某一大类或直
接选择某个关键词，然后选
择相应的“ -”号按钮进行
删除。点击锁标志可锁定设
置，以免无意更改设置。

如 需 添 加 关 键 词 ， 点 击
“+”按钮，然后于关键词
一栏中输入关键词。 

支持以列表形式导出（包
括从Aper tu re以及Adobe 
L i g h t r o o m）或导入关键
词。

点击此标志可锁定设置，避
免误操作。

打开 I PTC关键词工具后，
进入下拉菜单，选择编辑进
入关键词编辑界面。 

3 4

5 6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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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窗口中的浮动窗口可查看当
前放大视图位于整体图像中的
具体位置。

2

1

基准校正

使用基准校正工具可于主窗口校正图像的透视效果。

垂直引导线工具：校正垂直方向上物体扭曲的情况。 

水平引导线工具：校正水平方向上物体扭曲的情况。

引导线工具：结合垂直以及水平方向，对物体扭曲情况进行校正。 

使用垂直和水平滑动杆可以手动调整图像的透视效果。滑动条滑动的
大小理论上决定了垂直或水平方向上校正的程度大小。垂直方向上校
正的默认值为80%，通常情况下可得到较为自然的效果。其他情况
下，可调整至100%进行完全校正。使用变形可横向（正值）或纵向
（负值）拉伸图像。

前往“基准校正工具——垂直校正示例”章节查看具体示例。

镜头校正

镜头校正界面将会自动显示所选图像的原始信息。也就是说，使用H相
机拍摄的文件将会提示H镜头校正工具，使用V相机的则会显示V镜头
校正工具。

比起V系统相机，使用H系统相机可在镜头校正工具中查看更多信息。
H系统拍摄的文件在进行镜头校正时将会将H图像的数据信息纳入考
量，然后自动应用于镜头校正中。而使用V系统或使用安装于H系统
的CF镜头时，则需要手动输入拍摄时所设置的数据。某些情况下，如
果已经预先知道镜头以及/或光圈的数据，导入图像或者使用连机拍摄
时，系统将会预设参数。

镜头校正工具包含：色散校正、四周暗角校正以及桶形畸变校正。
色散：主要进行色差调整。
桶形畸变：校正镜头畸变。
四周暗角：减少周围暗角，点击方框后拖动滑动条即可控制调整幅度。

 
导航器和缩放

导航器和缩放工具在处理图像时可发挥重要作用。

打开导航器和缩放工具后，于主窗口工具栏中选择缩放图标，然后
将鼠标移动至需要放大的图像处，然后点击。图示中放大模特面部
（1），点击后此部分将会占满主窗口，同时导航器和缩放工具中将会
对该区域出现一个红框，拖动红框可移动放大的位置。 

将鼠标移动至导航器和缩放工具栏中图像下方，将会出现控制面板
（2），上方一共有三个按钮，加号、减号以及一个方形。选择方形
（快捷键为：L），此时将鼠标放置于主窗口图像处时，鼠标将呈方
形。按住鼠标，并于图像上移动时，导航器和缩放工具中将会不停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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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e file in the Export queue.

新并显示所指示位置的放大图像。放开鼠标后，导航器和缩放工具中
将会固定显示最后所指区域的放大图像。再次点击方框可退出，将鼠
标回复至光标形式。加、减号可放大或缩小图像。

使用时，可点击左上方的长方形按钮，将导航和缩放工具窗口切换至
悬浮窗口状态，通过拖动该浮动窗口右下角可拉大或缩小该工具窗口
的大小。

在导航和缩放窗口中点击可拖拽放大框，于主窗口中显示不同区域的
放大图像。

噪点过滤器

可减少图片中的噪点。所有图像，在导入时已经进行了基础的去噪处
理。但由于某些材质在某些光线条件下拍摄时会产生其他噪点，此时
就可以使用噪点过滤器来进行处理。
噪点过滤器包括：

颜色：中和彩色带“噪点”像素的颜色，通常应用于图像中包含较多
细节的部分，例如头发或质感细腻的材料。

亮度：用于长曝光以及高感光度的图像中。减少暗部区域中像素效果
带来的“噪点”。
摩尔纹：带有一定纹理结构的材料，容易生成摩尔纹。使用该工具，
可以去除此类摩尔纹。

注意：使用调节层工具可以更灵活去除摩尔纹。

使用噪点过滤器中的摩尔纹工具时，对摩尔纹是选择性的去除，因
此，并不会100%去除图片中的所有摩尔纹。

输出预览图

显示输出预设，图像将会按照预设的尺寸进行导出（通常在输出菜单
中已经选择）。

队列

显示文件导出的顺序，包括正在后台导出的文件以及已经被导出的文
件，同时也会显示从读卡器或者所连接的硬盘中正在导入的文件。

若图像文件已经被调整和 /或裁切，则队列文件的缩略图中将会反映
该信息。选择队列文件工具栏中的文件后，按下Ctrl/右键可打开选项
菜单（包括从文件管理器中打开文件夹、在编辑器中打开、显示缩略
图、停止和删除。）

导出图像时，可使用队列的暂停标志来暂停流程。然后通过选择选项菜
单中的删除或者停止，或使用键盘上的退回/删除按键可删除图像。也可
通过拖拽方式将缩略图窗口中的图像拖动至队列工具，输出为预览图。

提示

将缩略图中的图像拖拽至
队列工具可快速将文件导
出为预览图像。

提示

如果列表中包含较多文
件，可通过拖拽下方调整
队列工具的长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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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制

使用复制工具，可针对色彩复制进行高级设置。用户需手动从工具区
域右上角的菜单工具中选择复制工具进行使用，默认设置下工具区域
中不会显示复制工具。

工作空间：选择Phocus软件所使用的内部色彩空间。Hasselblad 
RGB为默认的工作空间，Hasselblad L*RGB可提供稍广的色域以及
更柔和的L型渐变，非常适合用于进行复制工作。

Color Calibration：可选择使用标准（出厂值）色彩校正或选择通过
内置的色彩校正特性编辑保存后的自定义色彩校正。详见95页。

输入描述文件：可选择使用自定义的相机配置文件，而非默认的出厂
配置文件。当生成输入文件并应用于配置工具时，请注意导出文件时
间输出预设中的配置设置为“源文件”。通过这样做，ICC变换将不
会应用于图像数据文件中。此外，创建配置文件时，自定义的配置文
件和所选的工作空间有关。

反应：
标准：可得到标准胶片反应。
复制：为匹配理论ISO反应而进行增益的线性反应。
复制模式低增益：线性反应但未进行增益以匹配ISO。使用此模式下
可完全利用传感器的所有动态反应，但ISO反应较正常值来说较低。
负：反向线性曲线。

锐度

锐度工具包含：数值、半径、临界值以及暗调限制。

数值：调整锐度的高低。建议以80至200作为初始值进行调整。

半径：半径值越大，锐度效果所涉及的范围越大。根据图像本身以及
像素的不同，半径设置时有所区别。通常来说，低像素的照片使用大
半径，而高像素的照片使用小半径。

临界值：限制将锐度效果应用在某个像素以上或以下。可将该值设置
为0至255。当将临界值设置较低时，大部分的像素都会受到影响，可
能会在某些柔软材质的表面带来噪点，如皮肤。将临界值设置较高可
将变更限制于一些细节区域。

暗调限制：设置在某个亮度值以下时锐度工具将会对其无效。
使用暗调限制功能可有效防止噪点增强或产生非预期的材质效果。数
值越高，锐度效果越不明显。推荐设置为0至20左右。

点击锐度工具右上菜单图标，可选择预设：出厂值、中、高以及人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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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校正 校正后

情景校正

使用情景校正工具可以去除色偏以及由于光源变化造成的亮度不一致
问题。情景校正工具下有两个可勾选项：去除色偏和等效数值。等效
数值滑动条可进行细致调节。

去除色偏：当进行移轴后，例如有时候产生某些不需要的偏色时，此
功能尤其实用。

等效数值：对整体的亮度差异进行中和调整。进行还原工作时，等效
数值功能非常有用，效果类似于光线均匀分布的，让整体更和谐统
一。其滑动条可选择0至110%，可进行细微的调整。

使用H系统镜头时，确保镜头校正工具中的暗角功能已经关闭，否则
等效数值和暗角工具的相同作用下，可能会对图片矫枉过正。

详细步骤：
1. 按照习惯拍摄主图片。
2. 在相同的相机设置下（如灯光、曝光、焦距、倾斜度和移轴设

定），拍摄情景校正图片。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用一张半透明的白色
塑料纸放在镜头前面。确保这张塑料纸足够厚，可以将所有的图像
细节都遮挡完毕。通常情况下，1.5mm厚的材料就可以。

3. 若不于连机状态下操作，请将两张图像导入Phocus软件中。
4. 选择校正所需使用的参考图（步骤2中所摄），然后打开情景校正

工具，点击建立，此时请输入名称。
5. 然后选择需要校正的图片。
6. 从情景校正工具的下拉菜单中选择刚才创建的校正文件。务必确保

情景校正工具已经启用（情景校正工具右上方的方框已勾选）。
7. 根据需求，勾选去除色偏和等效数值。
8. 若校正幅度太大，滑动等效数值滑动条至左侧直到图像呈现出理想

效果。
9. 若有需要，可使用修正来将同一张情景校正图像应用于多张图像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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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平衡工具包括：

预设：菜单中包括标准预设以及其他预设。多个同时选择的文件可同
时进行处理，确保同一系列的图片效果一致。

色温：根据开尔文温标来调整颜色温度。可滑动滑动条或直接输入数值。

色调：对绿色（向左滑动）或品红色（向右滑动）光线进行补偿，设
置时可直接输入数值。

同时也可选择使用主窗口工具栏中的白平衡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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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栏

在大部分的窗口布局下，可于浏览窗口、主窗口以
及工具区域上方查看工具栏。工具栏中包含了一些
常用的工具，可满足使用需求。

Photo: Joseph G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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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栏

拍摄

拍摄时，通过连机拍摄的图像将会直接以3F的格式存储于所选的存储
位置。根据机型不同，也可远程通过键盘控制以及触发拍摄。
查看连机拍摄章节获取详细信息。

输出

点击输出按钮可打开对话框。于输出图像对话框中可选择输出文件的
格式、分辨率、配置等。

第一个选项为目标文件夹，后面分别是：
输出预设：可选择所需输出的文件格式。选择编辑将会打开另外一个
对话框，里面包含文件格式、PPI、尺寸以及输出描述文件等。

名称预设：提供一系列命名方式列表，可进行选择。选择编辑将会打
开另外一个对话框，可对文件命名方式进行设置。

工作名称：可更改文件名。

通过预设功能，可提前进行设置，减少工作流并加快工作效率。查看
输出以及名称预设章节了解详细内容。

图示为工具栏，用户可根据需求，使用Ctrl+鼠标 /鼠标右键点击工具
栏，进行工具栏自定义设置。当进入自定义工具栏后，将会打开下图
的对话窗口（Mac版本）。于此窗口下，用户可通过拖拽来自定义整
体布局，更改图标的大小以及文字等。通过拖拽的方式可以将需要使
用的工具增加至工具栏，同时也可通过将工具拖拽出工具栏以删除该
快捷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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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输出新的图像

通过使用自动输出新的图像功能，可提升图像导出效率。 选择一个文
件夹（可选择任意文件夹，新建或选择已有文件夹皆可）为“目标”
文件夹，此时所选择的工作选项，将会应用于整个文件夹，文件夹中
的所有图片将会自动进行批量处理。

即使是拍摄文件夹也能选为“目标”文件夹。
方法如下：

1. 选择工具栏>输出（1），进入输出菜单。

2. 检查输出菜单设置（2），确保已正确设置所需文件格式等。

3. 于浏览窗口中选择一个当前文件夹或新建一个文件夹（图示中以
“Auto Export”为例）为“目标”文件夹。无论选择哪个文件夹
为“目标”文件夹，请确保该文件一直处于选定状态。

4. 选择菜单>文件>自动输出新的图像（4）。

若点击该文件夹并设置为用作拍摄文件夹，则连机拍摄时所得到的新
图像将会自动从所选定的文件夹中输出。 

同样地，可通过将任意一个文件夹中的图像拖拽至新建的Auto Export
文件夹，即可立即处理图像，并存储于输出文件夹。

所有存储于“目标”文件夹中的文件将会根据步骤2中所设置的参数进
行输出。 

1

2

1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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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输出提示

提示 提示

通过使用Ctr l+鼠标 /鼠标
右键点击缩略图可打开菜
单选项，点击输出直接导
出所选择的图像文件。

请注意，直接导出3FR的
文件时，哈苏3FR文件格
式所自带的优势特性将会
丢失。详情请查看FAQ章
节。

连接至计算机的相机可用
作读卡器。

连接后，浏览窗口设备下
方将会出现一个标志。点
击该标志左侧的三角形图
标会显示所包含的文件
夹。然后点击文件夹将会
于缩略图窗口中显示该文
件夹所包含的所有图像。

提示 提示

输出或输入图像文件时，
浏览窗口下方状态栏将会
显示剩余需要输入和输出
的文件数量。

同样，队列工具也会显示
文件的输出/输入进程。

于文件>参数下可设定内
嵌的预览图大小。为达到
最佳预览效果，建议选择
大或极大。不过，选择大
或极大时，将会影响文件
大小以及于老款平台上的
使用表现。

提示提示

双击3FR格式文件的缩略
图可立即输入该图片并于
主窗口中显示。

于文件>参数下可选择特
定的布局，每次当连接相
机或插入存储卡时该布局
将会自动触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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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

左侧图示中，选择了自定义预设（1），其中勾选了
白平衡选项（2）。

（请注意在此例子中，调整浏览工具（3）呈打开
状态，这是由于之前在相同预设下保存了该功能，
所以用户此时可根据图像内容勾选调整工具列表
（4））。

勾选更新IPTC核心元数据使用以及重命名后，再点击
编辑（5）可对两者进行更改。

点击工具栏中的修正 打开修正菜单。里面包含了一些预设选项，例如
人像、产品等。同时，用户也可根据具体的图像文件自定义设置，勾
选或删除某些所需调整的选项。

修正选择窗口中调整栏下拉菜单内也包含当前以及自定义预设。

1
2

3

4

5

输入

查看前面输入章节的内容，并浏览后部调整章节内容。

修正

点击打开对话框，对话框中包含众多选项，可勾选进行设置。设置后
的功能将会应用于所选择的缩略图中。
请查看下方图示。

删除

将所选文件夹删除。也可使用键盘上的退格键或者删除按键来删除图
像。选择删除后将会弹出对话框，选择确定后将会删除文件。

打印

点击打印后，首先可对打印效果进行预览，然后可选择打印缩图页或
整个图像，对打印进行详细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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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印

打印窗口提供众多选项可进行设置。下面为打印窗口示例：

点击此处可查看
更多尺寸选项。

点击此处可查看
更多高级选项。

此处，选择布局
后进一步设定窄
边距选项。

此处，选择颜色
匹配对图像进行
颜色管理控制。

选择之前所存储的预设

选择纸张大小

选择图像方向

显示更多高级选项

选择打印缩图页或整张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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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通过以下方式进入参数设置：

• 工具栏>参数
• 菜单>文件>参数
• 仅Mac

参数设置窗口包含三部分：通用、触发器以及移动版（仅支持Mac
端）。点击相应图标可对相应功能进行设置。

通用：
内嵌的预览图大小：小、中、大以及极大（默认设置为中）。请注意
若选择大或极大时，主窗口中显示的内嵌的预览图质量将会较高，从
而其尺寸会较大，对电脑显示屏图像读取速度的性能要求也会较高。
保存调整：设置文件调整后的保存方式（默认设置为永远保存）。
手动-每次调整文件后都需要手动点击保存。
保存前询问-每次调整文件后都会弹出一个对话框，确认是否需要保存
更改。
永远保存：保存当前更改。

闪灯延迟：使用多重拍摄时，可设置延迟拍摄下一张图像，以便老式
闪光灯能准确触发捕捉下一幅图片。

图像编辑软件：选择浏览可打开需要后期辅助进行图像编辑的软件。
于队列工具中双击图像文件（待图像处理/导出后），将会于所选择的
图像编辑软件中打开该文件。 

扩展的GPU使用：勾选后，计算机将会使用GPU快速导出图像，同时
当图像放大至100%及以上时提升主窗口显示图像的性能表现。使用此
功能需使用适配Metal的macOS 10.12或以上的Mac电脑，Windows: 
OpenCL 1.2。若电脑系统不符合要求，则此选项前方的方框将会不可
勾选。

自动裁切HCD图像：自动裁切使用H4D-60、H5D-60或H6D-100c搭
配HCD镜头所拍摄的图像。用户也可选择去除裁切效果。

浏览器外观：可分别设置标准模式和校验模式下主窗口背景颜色及留
白（主视图图像周围边框）大小。

触发器：
布局触发器可当进行某一动作后选择自动进入某个预设布局。设置
时，在相应动作旁边的下拉菜单，选择需要进入的布局模式。例如，
若希望插入CF卡时只查看缩略图窗口，则选择布局触发器>插入了CF
卡>仅缩略图。请于布局概览章节查看如何自定义软件布局。

工具设置：设置Alt/Ctrl+Alt并点击工具区域某个选项后，软件布局将
会自动切换为预设的模式。例如，当使用调整时，需要隐藏缩略图窗
口和文件浏览窗口。在触发器中设置后，当你通过使用Alt/Ctrl+Alt并
点击工具区域中的调整后，布局将会切换为仅主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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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端：
Phocus Mobile支持苹果 iPhone、 iPad以及 iPod Touch。可无线连
接，便于用户远程浏览图像、缩放图像以及对图像文件进行评级。比
起传统的围在一台电脑上查看图像，使用Phocus Mobile让每一位用
户都能在自己的设备上独立查看图像文件。

使用Phocus Mobile可远程控制并触发连接至电脑的相机，并可设置
曝光模式、f/档、快门速度、ISO、测光模式以及其他重要拍摄信息。
所有这些都是通过一个虚拟相机界面的形式显示于移动设备上。当相
机位于较难触屏的位置时，使用Phocus Mobile会非常便捷。

查看97页了解关于Phocus Mobile的更多详细信息。

安装Phocus	Mobile
用户可于苹果商城免费下载Phocus Mobile，下载后应用将自动安装
于移动设备上。Windows用户需要额外更新防火墙设置后才可使用
Phocus Mobile。详细请查看下方：

Phocus	Mobile和Windows
于Windows平台上，Phocus Mobile使用Apple Bonjour（版本为
2.0.2或以上），首先需安装。Apple Bonjour是苹果操作系统中引入
的服务器搜索协议（进行本地无线连接），可与Windows系统一起使
用。安装Apple iTunes后Apple Bonjour将会自动同步安装，但用户
也可前往Apple技术支持界面单独下载。 

安装前建议将Windows系统的Phocus软件包升级为最新版本。安装
过程中可能需要手动设置允许Phocus Mobile接入Phocus软件。也
就是说当首次启动Phocus Mobi le时，防火墙将会弹出对话窗口，
用户需选择局域网络… .（1）和私人网络… .（2）进行连接。但由
于Windows配置的多样性，可能在连接时会出现一些连接异常，如
遇连接异常，请前往电脑管理>服务与应用>服务窗口，确认Apple 
Bonjour已正确安装。 

使用Phocus	Mobile	（Mac及Windows平台）
1. 打开Phocus，点击参数，然后选择移动端（3）。
2. 勾选接受Phocus移动版连接（4）。
3. 若不希望其他设备接入Phocus，请输入密码（5）。
4. 端口号（6）：通常情况下，通过局域网接入Phocus时直接保留并

使用默认值即可。但如果有特殊的防火墙需求，或者说需要从局域
网以外建立连接，则需输入特定的端口数。

5. 勾选是否需要允许远程相机控制以及图像评级（7）和浏览文件夹
功能。

6. 关闭参数设置窗口然后打开Phocus Mobile。
7. 确保手机与电脑接入同一个局域网，然后于Phocus Mobile中选择

电脑，进行连接。



www.hasselblad.comPhocus

68用户手册

工具栏布局选项

通过选择工
具栏中的竖
幅 /横幅可将
左侧的布局
更换为右侧
布局。

显示

通过显示（Mac需通过自定义工具栏选择，Windows默认已设置）上
的四个图标，可快速将布局变更为隐藏浏览窗口、隐藏主窗口、隐藏
缩略图窗口或者隐藏工具区域。

布局

点击布局按钮，可从默认布局或自定义布局中选择需要的布局界面。

于工具栏中点击布局，然后选择仅缩略图（也可通过菜单>窗
口>布局进行选择），便可得到如左图所示界面。

选择编辑，可自定义界面（详情请看下方）。

通过点击工具栏上的显示，可将布局切换至如左图所
示。通过点击下图圈出的两个图标，该界面中隐藏了
浏览窗口以及缩略图窗口。

再次点击这两个图标，原本隐藏的区域将会重新显
示。（也可前往菜单>窗口，选择隐藏工具/浏览窗口/
缩略图/主窗口，或使用快捷方式）。

横幅/竖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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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工具栏>布局>编辑（或通过菜单>窗口>布
局>编辑）可打开布局编辑窗口。在布局编辑窗
口下，可分别对查看、工具布局、工具栏以及调
整进行设置。

只有当前设置可以保存。  单击每个选项的“从
当前的更新”按钮，从而所勾选的选项将会就当
前设置进行更新。  若无法点击从当前的更新按
钮，这表明该设置已符合当前状态。

查看：设置浏览窗口、主窗口、缩略图窗口和工
具区域是否可见。也可用于设置是否主窗口以单
独的窗口形式或以全屏形式显示。如需包含区域
尺寸大小，请勾选包括尺寸选项。

工具布局：设置是否将某些工具包含在工具区域
内，以及是否打开、关闭或允许该工具呈浮动窗
口形式等。

工具栏：设置主窗口工具栏中所包含的内容以及
模式。

调整：设置所有使用的调整工具的参数值。

此外，通过预设，可于某些特定动作下触发某个
具体的布局模式（查看参数章节部分内容）。

设置完成后，点击+号（1）可于清单中新建一
个新的布局模式（-号可删除某个布局模式）。

对文件命名，然后点击设置按钮（2），可复制
或输出（3）新保存的设置。之前的设置也可于
此处进行输出。

预设布局可从其他工作品台上输入或输出至其他
工作平台。通过输入 /输出预设布局可有效节省
工作时间。

可于此处输出或输入布局预
设，确保快速无误的工作流。

于Phocus软件中编辑布局

上下拖拽每
个预设布局
在列表中的
位置，更改
其对应的快
捷方式。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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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

使用调整工具可优化工作流。同时，当进行文件管
理时，有的比较容易忽略且需消耗大量工作时间的
内容，使用调整工具可以增加其安全性，并提升处
理速度。	

Photo: Hengki Koentjo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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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编辑管理

通过不断探索Phocus软件的便利，为照片处理带来的各种可能性，用
户不仅可以节约大量的工作时间，同时也能在编辑图像时提高工作流的
工作效率以及安全性。

在Phocus中，编辑可以单独或共同应用。 一组编辑称为调整。

请注意，调整仅是Phocus中的内部功能。 当文件导出为其他格式时，
它将所需的编辑指令应用于导出的文件。 也就是说，所有Phocus中的
编辑都是无损的，因此3F格式的文件不受影响，可以在以后的工作中得
到与第一次通过原始文件导出处理得到的3F格式的文件一致。简单来
说，使用Phocus软件的过程中不可能出现“犯错”的情况，因为始终
保留着原始文件。

在应用每个编辑（色彩平衡，曲线，曝光等）时，您可以逐步建立所做
更改的历史记录。 当您对修改的选择感到满意时，可以将这些编辑和
更改保存为调整。更改和编辑的历史记录将会存储并添加至原文件内，
变为嵌入的信息。 （通过嵌入列表，可随时将图像退回至某个编辑阶
段）。

保存的调整可用于其他文件中，用户可于调整浏览下的用户下方查看到
保存的调整。调整可通过修正工具同步应用于某一批图像文件中。这
也就意味着用户可随时将图像退回至几分钟前甚至几个月前所设置的效
果。通过这种方法，用户可用完全一致的处理方式自动同步处理一批图
像文件，有效保证每一张图片都是按照预设的既定方式得到了统一处
理。 

用户可输出或输入调整。

Phocus软件提供一些出厂预设，用户可直接使用或在此基础上进行编
辑，并存储为自定义预设。
 
除调整功能本身外，还有很多其他与调整相关的功能控制用户可以去发
掘：
• 文件输入时弹出对话窗口，应用调整。
• 使用修正工具，将调整应用于同一批图像文件中。
• 选择当前所进行的调整的保存方式（保存前总是询问等）。
• 管理调整工具。
• 保存更改按钮可保存当前调整。
• 复制为用户自定义功能可将当前调整保存为用户自定义预设。

因此，我们建议用户多尝试使用调整功能，并对调整功能有自己的理
解，以查验如何让调整功能更适应于自己的工作流，并提高工作效率。

查看下一节了解调整的工作原理和概览。 

提示

“当前的”仅表示截
止目前为止所使用过
的调整功能，但并不
代表当前的调整以被
储存。

提示

提示

如需套用预设的修
正，需按下“输入”
（或Return按键）。 

“嵌入的”列表中仅
显示已存储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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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概览

下面的图示简单地描述了四个工具中所涉及的调整功能的相互联系。其中很多设置是可以相互共享
的。任意使用下面四个工具进行预设。

修正

修正工具主要用于对批
量文件进行快速自动调
整。修正工具中主要使
用调整预设，但用户可
根据需求对预设进行临
时调整。于修正对话框
中，用户可批量执行
IPTC核心元数据和重命
名功能。

调整视图

根据当前主视图中图像，
用户可于调整视图查看到
当前的预设和保存信息。

于调整视图中的下拉菜单
中，可查看到预设的调
整，包括标准、自然、人
像和产品等。

同样，用户也可于调整浏
览工具中查看到该调整视
图所显示的信息。

调整浏览

调整浏览工具是一个多功
能合一，并集图像信息确
认为一体的系统工具。在
调整浏览工具下方有四大
类，分别为工厂、用户、
嵌入的以及当前的。

用户可于调整浏览中自定
义调整，并存储为新预设
或默认预设。   

工厂

工厂类别下有
多个预设，用
户可于前期使
用。

用户类别下为
用户自定义预
设，可应用于
全局。

嵌入类别下为
当前所选文件
所进行的调整
的历史记录。

当前类别下为
当前所使用的
工具以及设置。

输入

可将调整应用于已输入的
图像文件中。

当前的嵌入的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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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浏览

图示中，选择了嵌入大类（2）下的调整（1）为例。选择后可在
下方的详细信息栏（3）中查看到将调整应用于图像文件时，对图
像的锐度进行了调整，同时可查看到锐度调整的相关细节。

调整——类别

打开调整浏览工具，然后点击合适的类别。下方详细信息栏显示的
是该种调整所应用到的设置工具。请注意，信息栏所显示的是所点
击选择的调整的相关信息，而不一定是当前主窗口图像所使用的调
整。同时，请注意点击调整后，该调整并不会自动应用于图像中，
需要右键然后选择载入后才会对图像文件进行修改。

工厂： Phocus软件中提供的标准调整。用户可直接使用或自定义
调整，自定义设置的调整将会出现在用户类别下方。

标准： 无编辑
自然： 曲线——RGB
 锐度——数值180，半径0.8
 白平衡——色温5500，色调10
人像： 锐度——数值90，半径0.8，临界值3
 白平衡——色温5500，色调0
产品： 锐度——数值350，半径0.8
 白平衡——色温5500，色调0
方形裁切：裁切（仅支持6000万像素的型号）

用户：显示用户自定义的调整，可应用于任意图像文件中。如需添
加自定义调整，点击用户类别下方的+号按钮（4），此时系统将
会自动将当前的变更设置进行存储，生成新的自定义调整；或者于
嵌入类别下选择某个调整，然后右键选择复制到用户（5）可添加
新的自定义调整。

点击-号（6）可删除预设。双击新预设可进行重命名。 

嵌入的：显示存储的（嵌入的）调整历史记录。每次保存更改后，
调整记录就会保存于嵌入类的列表中。最后应用于图像的调整将会
被标记为默认。嵌入类下方列表中打勾的一项为当前图像所应用的
调整。若想要将应用于图像中的嵌入栏下的调整应用于其他图像
中，点击调整然后右键，选择复制到用户。然后于用户栏下方对新
增的调整进行重命名。

1

2

3

4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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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调整都将直接存储于3F格式的文件中。当使用其他格式的文
件时，所有调整将会存储于数据文件中。如果于Phocus软件中移
动文件，那么对文件所进行的调整也会自动随之迁移。但是，如果
将文件拷贝至其他存储设备，不使用Phocus软件，请确保拷贝非
3F格式文件时务必将该文件的数据文件同步考出。3F格式文件会
将完整的调整历史保存于文件中，进行拷贝操作时不受影响。

当前：显示图像当前所调整的具体内容。因此，用户可于当前栏查
看到当前图像通过载入调整以及后期所有更新后的最终效果。注意
当前的调整设置不一定会在此状态下保存。用户可将当前的调整拷
贝到用户中，以便后期使用。 

拷贝调整

调整浏览中嵌入和当前中的调整都可拷贝至用户中，作为自定义预
设。点击需要拷贝的调整，然后点击鼠标右键，选择拷贝至用户即
可。

调整参数

使用参数工具（工具栏中）可选择当浏览下一张图像时，当前对图
像所做的调整如何保存。
用户可选择手动、保存前询问或者永远保存（推荐选择永远保
存）。

保存调整

用户可于调整界面中，使用工具栏上的保存更改图标（1）或使用
快捷方式 + +S/Ctrl++S来保存更改的设置。保存设置后，用户
将会从嵌入列表中查看到新保存的更改。

于调整界面，点击重新载入图标（2）可重新载入已撤回的调整效
果。
点击使用上一次保存的设置（3）或使用快捷键+ +U/Ctrl++U 
可将上一次保存的设置应用于新的图像中。

也就是说，其实调整界面区域中的工具栏其实相当于快捷键的功
能，无需从冗长的菜单中一步步点击确认，轻松点击即可进行选择
或更改调整选择。

可输入或输出调整。

Ctrl++S
+ +S 

1

2

Ctrl++U
+ +U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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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选择将出厂设置中的人像调整应用于图像，证明如何应用调整工具来提升工作效率。

此方法适用于单张及批量图像处理。 

1. 确认Phocus界面中主窗口、缩略图窗口
以及工具区域正常显示。选择图像，并
于主窗口中显示。

2. 打开调整浏览工具，然后选择工厂
（A），点击后将会显示工厂类别下的
自带预设（B）。

3. 打开白平衡工具和锐度工具（请注意当
前设置C）。

4. 返回调整浏览，然后于工厂下点击“人
像”（D），然后点击载入（E）。此时
下方将会显示锐度和白平衡（F）。

5. 在下方详细信息栏中，分别点击白平衡
和锐度旁边的三角形符号（G和H），
可查看当前设置。锐度（数值90，半径
0.8，临界值3），白平衡（色温5500，
色调0）。

6. 若此时回到白平衡工具和锐度工具查
看，将会看到当前白平衡工具和锐度工
具上两者的设置值（J）已更新为刚才于
调整浏览中所设置的值。

Adjustments − an example

1

2

3

6

4

5

g

h

c

b

a

d

e

F

i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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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b
1

a

2

3 d
e

1

2 a

d

5

F

e

4

3 b

c

接上页。更改后请检查以下几处：

1. 调整界面下，工具栏中将会查看到“人
像”（A）。于此处显示人像可随时提
醒用户当前图像所使用的调整设置。

2. 若点击修正（B），修正编辑窗口中调整
处下拉窗口中可选择“人像”（C）。
使用此方式可批量自动将调整应用于一
组图像文件中。

 
3. 若点击调整浏览工具中的当前（D），将

会看到“当前的调整”栏（E）。同时
信息栏中将显示当前设置的详细信息，
便于用户进行检查。

接下来的示例中，将会演示如何对出厂预设
进行编辑、保存、重命名并作为新增的修正
预设应用于批量文件中。

1. 按照前面的例子，将“人像”调整应用
于所选则的图像中，然后打开曲线工
具，进行调整。

2. 点击工具栏中的保存按钮（A）（若该
按钮为灰色，表示当前变更已保存。）

3. 点击调整浏览工具中的嵌入（B）显
示，此时将会显示一个以日期和时间命
名的新设置（C）。注意工具栏中的调
整窗口（D）也会同步显示该名称。

4. 返回调整浏览，选择最新保存的调整
（E），然后点击鼠标右键。

5. 于弹出的菜单窗口中选择拷贝至用户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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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此时于用户栏（G）下可查看到最新存储
的自定义调整（此时文件名与第三步中的
名称一致）。

7. 双击可更改文件名。

8. 于缩略图窗口中，选择需要编辑的图像文
件。

9. 点击工具栏中的修正（9）显示修正对话
框。

10. 在调整下拉菜单中选择刚才所保存的自定
义调整（I）。

11. 同样，于修正对话框中，可设置更新
IPTC核心元数据以及重命名文件。图示
中，选择了 IPTC预设（J）并重命名文件
（K）。

12. 最后，点击修正按钮（I）。

本节小结：

• 使用预设功能可确保准确使用之前所保存
的设置。

• 编辑预设，然后于此基础上创建新的自定
义预设。

• 重命名新的预设，以便应用于以后的文件中。

• 更改IPTC信息，将其包含于最新修正的文
件中。

• 将最新修正的文件重命名。

使用此方法可以快速、轻松批量处理同批次
文件，有效保证每张图像都可输出相同的编
辑效果。

8

6

7

h9

10

i

11

12

k

j

l

g

提示

推荐用户多尝试使用调整功能，并发展
出符合自己使用偏好的便捷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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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节层

1. 从调节列表中选择调节层工具。
2. 点击“+”号增加一个新的调节层。
3. 每个调节层中有7个参数可进行设置：

 -曝光值
 -修复
 -锐度
 -饱和度
 -摩尔纹
 -色温
 -色调

4. 点击笔刷工具，然后根据需求于图上绘制蒙版。按
住 /Alt键可将笔刷工具变为橡皮擦，删除已绘制蒙
版。

5. 选择渐变工具，可创建线性渐变蒙版。

6. 选择重复渐变工具，可创建径向渐变蒙版。

7. 勾选方框可查看蒙版区域。

8. 点击反转方框将会反选蒙版区域。

9. 点击设置图标按钮将会打开设置菜单，包括：

 复制层：复制当前调节层

 清除笔刷：清楚当前调节层图像上使用笔刷工具所绘
制的蒙版。

 建立莫尔条纹遮罩：检查图像文件中是否存在摩尔
纹，并自动生成蒙版。 

调节层

1

2

3

5

4

6 7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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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刷工具

1. 新增调节层，然后选择笔刷工具。使用
笔刷设置工具，来设置笔刷的大小、深
浅和羽化范围。

2. 勾选方框，然后在需要增加亮度的区域
绘制蒙版。

3. 取消勾选方框，然后使用下面的滑动条
对图像蒙版区域进行调整编辑。

 注意：调节层的所有设置值可于任何时
候进行调整更改。

 注意：当使用触控面板等设备时，笔
触压力的大小将会决定笔刷工具的流
畅度。

调节层——笔刷工具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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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变工具

1. 新增调节层，然后选择渐变工具。

2. 选择渐变工具，然后从水流和岩石交汇
处上方拖拽绘制渐变蒙版。后期用户可
通过点击并拖拽渐变蒙版上的点来调整
蒙版的大小和范围。见第四步。

3. 点击“+”新增调节层。然后将饱和度
调节至负数，以减少饱和度。然后绘制
一个与上一步方向相反的蒙版。调整饱
和度，直达达到理想的效果。

4. 调整渐变蒙版

A： 白色边框表示的是蒙版有效区域。
拖动可调整范围大小。

B： 移动渐变。
C： 无效区域。拖动可调整蒙版区域。

调节层——渐变工具

1

3

4

c

b

a

2

c

b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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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复渐变工具

1. 新增图层，然后选择重复渐变工具。将
EV值设置为正数。

2. 使用重复渐变工具从中间向外绘制一个
椭圆形。椭圆形的大小可后期调整。拖
动椭圆中间区域的圆形黑点可移动椭圆
的位置，拖动周围的黑点可改变椭圆的
大小和形状。 

调节层—重复渐变工具

1

2

椭圆中央位置为调整幅度最大的位置，边
缘为未做出任何调整的位置。

使用Feature滑杆可调整中央与边缘的渐变
幅度，0为相同，即中央与边缘的调整幅度
是相同的。数值越大，渐变的幅度越大。 

选择Invert可调转所选择的蒙版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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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性去除摩尔纹

某些情况下，使用摩尔纹去除工具可能会对
图像的其他区域造成影响。这时候，可选择
性去除图像中有摩尔纹的部分。

1. 打开出现摩尔纹的图像。

2. 点击笔刷工具，然后在需要去除摩尔纹的
部分绘制蒙版。

3. 拖动摩尔纹滑动条，直到图像效果达到理
想状态。

4. 使用调节层设置菜单可选择自动生成摩尔
纹蒙版。选择后，软件将会自动搜索图像
中出现摩尔纹的区域。

5. 当选择生成摩尔纹蒙版后，于弹出的对
话框中选择低、中和高。选择后点击
“好”。

6. 此时将会出现一个进度条，表示生成摩尔
纹蒙版的剩余时间。完成后，对话框将会
自动关闭。勾选方框和查看蒙版效果，使
用调节层中的任意工具可对自动生成的摩
尔纹蒙版进行调整。

调节层—去除摩尔纹

1

2

3 4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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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准校正工具—垂直校正示例

 1. 从工具区域选择基准校正，然后于主窗口打开图
像。   

2.选择垂直引导线，图像上将出现两根垂直的线。

3. 通过拖动线上的黑点，可以调整垂直线的角度，
确保两条垂直线与需要调整垂直的物体相平行，
然后点击应用。

图片的透视关系已做修正。
通过拖动垂直滑动条，可控制垂直调整的程度大
小。
使用裁切工具可对调整后的图像进行裁切。勾选允
许外部裁切，裁切时可对图像外部区域进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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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准校正工具—矩形校正示例

1. 从工具区域选择基准校正，然后于主窗口打开图
像。

2. 选择引导线工具，此时图像上将出现两根垂直，
两根平行的线条。

3. 通过拖动线上的黑点，可以调整线条的角度，确
保线条与需要调整的物体相平行，然后点击应
用。

图片的透视关系已做修正。

通过拖动垂直和水平滑动条，可控制图像透视关系
调整的程度大小。图示中，建议拖动至100%。
使用标准裁切工具可对调整后的图像进行裁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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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朗闪光灯控制

使用布朗灯控制工具可控制使用Wi-Fi连接的布朗
闪光灯。可设置的选项有：

• 闪光灯/组强度
• 造型灯
• 闪光灯测试

设置
请参考闪光灯使用说明，了解如何将闪光灯连接至
Wi-Fi并设置闪光灯组。

当闪光灯成功连接至Wi-Fi，并进行相关设置后，
将电脑连接至相同网络，并运行Phocus软件。

用户可单独控制闪光灯组中的某一个，或控制全部
闪光灯。如需控制单个闪光灯，于灯光栏（2）下
选择需要控制的闪光灯。若需控制闪光灯组，则于
组栏（1）下进行操作。

造型灯
勾选方框（3）打开造型灯。再次点击可关闭造型
灯。

强度
使用箭头可以1/10为单位增加（4）或减少（5）
闪光灯强度。按住Shift按键再使用箭头，将会以1
为单位调整闪光灯强度。若某个群组中的闪光灯强
度不同，则调整时整个群组中的闪光灯都会以1/10
或1位单位进行增减。

操作时，使用键盘上的左右箭头也可达到相同效
果。

测试
点击测试（6）可对所选择的闪光灯/组进行测试。

1 2

3

4

6

5

Bron Control T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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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单

本章节将会列出使用Phocus时所需使用的快捷键
操作，可快速启动包含图像、主窗口以及窗口等
工具。	

Photo:  Dmitry Agee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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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cus

参数

隐藏Phocus：隐藏Phocus应用

退出Phocus：退出Phocus应用

文件

拍摄：触发连机相机进行拍摄

关闭：关闭已打开的窗口。同时关闭Phocus软件（仅windows系
统）。

输出：输出当前图像。

按照上一张图像输出：将当前图像按照上一张图像的格式和设置输
出。

输入：输入所选择文件夹。

修正：进入修正设置菜单。

打印：进入打印设置菜单。

参数：打开参数设置菜单（仅当使用英文版操作系统时有效）。
退出：关闭应用。

强制删除	

删除

编辑

撤销

重复

剪切

拷贝

快捷键

Ctrl++E^+ +S

Ctrl+I+ +I 

Ctrl+M+ +M 

Ctrl+Z+Z 

Ctrl+Y+ +Z 

Ctrl+P+P 

MAC WIN

Ctrl+X+X 

+, （查看“文件”章节）

Alt+F, then R

+,+Q

+H

Ctrl+N+N

Alt+F4+W

Ctrl+S+S

Alt+F4
+  +Del

Ctrl+C+C 

Mac intosh

 = Command
	= Alt

^ = Control
	= Shift

Windows

	= Shift

 Del

（查看“文件”章节）

（查看“Phocus”章节）

（查看“Phocus”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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粘贴

搜索

选择所有

反选

图像

于快速收藏中增加/移除：仅对当前缩略图中所选则的图像文件进行操
作。

取消裁切：取消对图像所做的裁切操作。

保存调整：保存对当前图像所做调整。保存调整后图像缩略图右下角
将出现调整图标。

重新载入调整：重新载入之前的调整。

使用最后保存的调整：于主窗口打开图像后，将最后保存的调整应用
于该图像中。

地图：联网后可接入谷歌地图，显示图片拍摄的地理位置信息。如需
使用此功能，拍摄时需配合使用哈苏GIL或X1D GPS模块，且确保谷
歌地图可用。

幻灯播放：将缩略图中所使用的图像进行幻灯片放映。

主窗口

网格：于主窗口图像中显示网格。

网格选项：于弹出的对话框中设置网格数量以及网格颜色。

叠加层：选择一张图，叠加至主窗口图像上方。

叠加层选项：打开叠加层选项窗口，调整透明度等。同时也可于选项
窗口中选择叠加的图像。

欠曝警告：对图像上欠曝的区域进行标记。欠曝区域将会以淡品红色
（默认）标记出来。

过曝警告：对图像上过曝的区域进行标记。过曝区域将会以淡青色
（默认）标记出来。 

警告选项：打开窗口，设定警告临界值。

Ctrl++S+ +S 

Ctrl++R+ +R 

Ctrl++U+ +U 

Alt++L+ +L 

Ctrl++M+ +M 

+ +O Ctrl+O

^+ + +S Ctrl+D

^+ +H Ctrl+H

^+ +W Ctrl+W

Ctrl+G+ +G 

Ctrl++ G^+ +G 

Ctrl++ O^+ +O 

Ctrl+B+B 

Ctrl++D+D 

Ctrl+A+A 

Ctrl++A+ +A 

Ctrl+V+V 

Ctr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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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trl+L+L 

Ctrl+ Alt +0+ +0 

Ctrl+ 0+ 0 

+ +T + Ctrl+T

+ +M Windows  key+M

+ +B + Ctrl+B

+ +V + Ctrl+V

+ +N + Ctrl+N

^+ + +A Ctrl++L 

+ +A Ctrl+  Alt + A

+ + 0 

下一张图像：显示缩略图中当前所选图像的下一张图像。

上一张图像：显示缩略图中当前所选图像的上一张图像。

对比图像

放大图像：以2倍为单位逐渐放大图像（放大50%-100%-200%递
增）。主窗口工具中的缩放工具直接将图像放大至100%。

缩小图像：以2倍为单位逐渐缩小图像（缩小200%-100%-50%递
减）。

适应窗口大小：设置合适的图像尺寸，以适应主视图窗口大小。

放大至100%：将当前图像放大至100%。

大缩略图

小缩略图

适应缩略图大小

动态视频：于主视图中持续不断更新图像。仅对影棚环境下使用连机
拍摄时有效。

动态视频声音反馈：当镜头对焦准确设置是，发出声音提示。

调整模式（录像）：对RAW视频片段进行直观调整。

于主窗口中显示新拍摄的图像。

窗口

最小化：将当前窗口最小化。

最小化所有：将所有窗口最小化。

隐藏/显示工具：显示/隐藏工具区域。

隐藏/显示浏览窗口：显示/隐藏浏览窗口。

隐藏/显示缩略图：显示/隐藏缩略图窗口以及浏览窗口，增加主窗口
区域。

隐藏/显示主窗口：显示/隐藏主窗口以及浏览窗口，增加缩略图窗口
区域。

Ctrl+ −+ − 

^+  +C 

Ctrl+ ++ +

+ + +C 





+ + + + Ctrl+ +

+ + − + Ctrl+ −

+ +/− (tool)
Alt + +/− (tool) Alt++/− (tool)

Ctrl++/− (tool) 精确调整对焦

粗略调整对焦

+ M Alt+ spac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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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trl+ 1+ 1 

Ctrl+ 2+ 2 

Ctrl+ 3+ 3 

Ctrl+ 4+ 4 

新建独立主视图窗口：将主窗口以及主窗口工具栏创建为独立窗
口。原主窗口位置将只显示缩略图窗口。

全屏显示主窗口：将主窗口全屏显示。

切换横幅/竖幅界面

布局：可从以下布局中进行选择：

 标准

 浏览

 主窗口

 仅缩略图

 简易模式

 标准模式

 相机

 存储卡

 连机

工具包可选择：

 拍摄

 浏览

 调整

 输出

将窗口置于顶端：若P h o c u s软件被其他软件界面挡住，可将
Phocus和主窗口界面置上。

+ +3 + Ctrl+1

+ +4 + Ctrl+2

+ +2 + Ctrl+3

+ +1 + Ctrl+4

+ +9 + Ctrl+5

+ Ctrl+6

Tip

Layout shortcuts can be 
reassigned to existing or 
newly created versions.

See under: Toolbar > 
Layouts > Edit (or Menu > 
Window > Layout > Edit).

^+ + +V + Ctrl+Alt+V

+ +F + Ctrl+F

Ctrl+T

+ +5

+ +6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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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单中未出现的快捷方式

选择调节层笔刷工具

裁切工具

尘点移除工具

选择调节层渐变工具

选择调节层重复渐变工具

抓手工具

取色工具

导航器和缩放工具中的方框工具

白平衡工具

平整工具

对比视图

显示调节层效果

放大镜工具

拖拽覆盖层

单张拍摄

多重拍摄

h / h

i / i

l / l

n / n

r / r

w / w

y / y 

z / z

Option + 拖拽 / Alt + 拖拽

F5 / F5

F6 / F6

b / b

c / c 

d / d

e / e

g /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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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相机配置

兼容艺卓（Eizo）色彩校准显示屏

闭环式颜色校准系统

键盘快捷键

常见问题

Photo: Bara Prasilo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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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机配置—仅支持H5D

Phocus软件中的相机配置工具可全方位为H5D相机提供可靠而全面的相机自定义配置支持。使用此工具
时，一共有三个窗口：控制窗口、曝光设置窗口以及通用设置窗口，基本涵盖了使用相机拍摄前所需设置
的所有参数。也就是说，用户通过提前进行特定的相机自定义配置，然后根据不同拍摄拍摄场景进行选择
应用。此外，用户所设置的相机自定义配置无论是导出还是导入都十分便捷。比如说，当用户创建了一个
相机自定义配置文件，该配置文件适用于特定的拍摄场景，用户可将此配置文件存储于存储卡或电脑中。
所以，当用户租用H5D相机时，可以直接导入所存储的配置文件，无需确认每个参数细节就能确保当前相
机已经按照预设设置参数，十分简单。 

相机配置界面上，顶部分别有三个标签，分辨是控制、曝光以及通用，点击标签可打开对应窗口。将鼠标
移动至菜单栏，将会显示相应信息和操作提示。例如，下图为控制窗口。左侧两列分别是：相机和库。相
机栏下包含已存储于相机的各个自定义配置文件；库下方则包含存储于硬盘的出厂预设。

在相机配置界面下，可以轻松查阅完所有参数，以免错过重要设置。

右键，选择“将配置文件导入相机”并确认。
完成后，当点击手柄上方的配置文件按钮后，
可于手柄显示屏上查看到该配置文件信息。 

于库中鼠标右键点击某个配置文件，可对文件进
行重命名、重置回标准设置、删除以及导出等操
作。同时也支持导入、导出、传送、增加配置文
件等功能。

新建配置文件
 
1. 于窗口菜单下打开相机配置。
2. 将相机连接至电脑，然后在相机栏下选择需要

更改的配置文件，或新建配置文件并重命名。
3. 分别点开控制、曝光以及通用窗口，按照需求

进行设置。完成后，选择这个新的配置文件，
通过拖拽或点击鼠标右键将其存储于库中。

4. 于库中选择更新后的配置文件，然后点击鼠标

此栏列表显示
当前使用的配
置文件以及以
存储于所连接
的相机中的配
置文件。 

此栏列表显示
新建的配置文
件以及存储于
光盘中的出厂
预设配置。 

输入、输出、
迁移以及增加
配 置 文 件 工
具。 

勾选方框可显示详细信息

控制、曝光及通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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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容艺卓（Eizo）色彩校准显示屏

用户可通过Phocus软件控制艺卓带色彩校准传感器的显示屏，包括CG318-4K、CG248-4K、CG277以及
CG247，确保用户可以最佳效果直观感受哈苏相机的成像效果。

当兼容的显示器连接至Phocus后，将会跳出对话窗，询问用户是否进行校准。若选择时，则会进入参数窗
口下的Eizo选项，可设置校准并开始校准。用户也可于此设置窗口中选择是否校正。

请注意，当前不兼容使用艺卓自己的ColorNavigator软件。因此，若用户于Phocus软件中进行校准后，再
打开ColorNavigator，此时屏幕将会恢复至上次使用ColorNavigator所做出的最后设置时的状态。然后，
若再次打开Phocus，将会弹出提示框，提示是否恢复上一次Phocus所做设置。建议用户在使用时关闭
ColorNavigator选项。 

使用Phocus所设置的校准，与哈苏RGB以及哈苏L*RGB色彩空间可完美配合。当然，使用较小的色彩空
间，例如Adobe RGB也能取得较为理想的效果。但如果经常使用像sRGB这样很小的色彩空间来预览图
像，请使用艺卓的ColorNavigator软件来进行特别校准。 
 
设置校准频率，确保每次需要时，Phocus软件都能及时提醒操作校准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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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容色彩校准

在 复 制 工 具 中 ， 可 找 到 色 彩 校 准 （ c o l o r 
calibration）选项，默认情况下将会选择工厂。用
户可在此菜单中选择编辑，进入色彩校准对话框。
用户也可通过窗口菜单，使用快捷键alt-cmd-c直
接代开色彩校准对话框。

为了确保可以正确进行色彩校准，请务必于进入色彩校准对话框前，于主窗口中打开包含色彩参考列表的
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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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选择目标类型
 在 选 择 目 标 类 型 时 ， 支 持

ColorChecker、ColorChecker SG
以及ColorChecker DC可选。用户
也可根据自己需求，选择…导入目标
偏好。

2)		目标定位
 用户可手动调整图片上所圈出的目标

区域，同时，也可点击自动定位，此
时系统将会自动定位目标区域。

3)		校正
 点击校正对图像颜色进行校正操作。

若校正成功，将得到基础∆E的标准
数值（C I E D E 2 0 0 0）。使用标记
∆E>滑动条，图像上将会显示与所选
∆E 值不匹配的图像区域。

4)		创建校正
 若用户对颜色校正的结果满意，可点

击“建立”图标，返回色彩校正对话
框的基础界面后，可在颜色校正下拉
菜单栏看到刚才所存储的颜色校正设
置。点击相应选项，看查看每个颜色
校正的文字描述信息。

5)		使用校正
 如需使用新建的自定义颜色校正，于

颜色校正下拉菜单中选择所需使用的
校正设置，系统将会自动将色彩校正
以及其他设置信息内嵌于3F格式文
件中，于电脑之间进行传输时无需额
外移动所存储的校正信息。若于电脑
上查看某个带色彩校正信息的图像，
但该校正设置并未存储于当前电脑上
时，Phocus软件将会自动将该校正
设置拷贝于当前电脑。

若当前无自定义校准，则打开对话框后将会直接进入校准界面。其他情况下，请使用左侧的+号按钮（键
盘上的快捷方式为+号按键）。在校准界面下，用户可查看所选择的图像，以及显示所选择的目标颜色的
覆盖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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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Phocus	Mobile

于 iOS系统上使用Phocus Mobile软件可远程控制
相机，并查看相机上所存储的图像文件。

准备
请前往苹果应用商城免费下载Phocus Mobi le软
件。
前往67页查看Phocus软件的设置。 

连接
Phocus Mobile可连接至使用Wi-Fi功能的相机或运
行Phocus软件的Mac或PC电脑。

连机模式
确保使用Phocus Mobile的移动设备与运行Phocus
软件的电脑使用的是相同的Wi-Fi网络。

打开Phocus Mobile应用，然后可查看到可选择的
局域网内的所有Phocus主机（1）。点击正确的电
脑，然后连接。

主机列表上可以查看到局域网内所有的主机信息。
用户也可通过点击+按钮，然后手动加入该网络内
的其他主机，方法如下：

名称：将会显示于列表上。
地址：可通过DNS访问的ip地址或名称。
端口：主机所配置的端口编号。请确认该端口未被
防火墙屏蔽。
类型：选择该主机为相机或电脑。 

保存后，可在主机列表上一个单独的区域里查看到
手动增加的主机。

非连机模式
此功能下，需要使用内置Wi-Fi的哈苏相机，例如：
H5D-50C、H6D-100C或X1D-50C。此时，将使用
Phocus Mobile的移动设备连接至相机Wi-Fi。详情
查看相机用户手册章节。

连接时，SSID为相机的序列号，无需输入Wi-Fi密码。

打开 P h o c u s  M o b i l e后，可查看到相机主机
（2）。点击可连接。

于iPad上使用Phocus Mobile

于iPhone上使用Phocus Mob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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浏览图像

将Phocus Mobile连接至相机后，可查看到图像列
表（1）。若处于连机模式，这些图像都是存储于电
脑位置；处于非连机模式时，图像将会存储于相机
内。

注意，即使是相机未连接至电脑，用户可以查阅相
机中的图像。

点击任意一个文件夹浏览图像（2）。滑动屏幕可切
换图像。可以横幅或竖幅方向查看图像。

若“文件导览”设置开启，可于不同文件夹中进行
切换。详见下页查看如何开启设置。

图像评级
点击屏幕底部的星号，可对当前图像进行评级。

缩放
张开双指可放大（3）图像。同时也可双击屏幕对图
像进行放大或缩小操作。

分享图像
使用Phocus Mobile软件时，图像无法存储于移动
设备。如需分享图像，点击 图标。此时可对当前
图像进行操作。

注意，该图像将会以低分辨率的形式进行分享。

1

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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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点击 ，显示设置界面。
设置界面包含以下选项：

拍摄完成后

开启后，当使用相机或Phocus Mobile拍摄一张照
片后，设备显示屏上将会显示所拍摄的图像。

同步浏览

若于主机（相机或电脑）上浏览图像时，Phocus 
Mobile上也会同步显示所浏览的图像。若关闭，可
查看当前所浏览文件夹的内容信息。

文件夹导览

开启后，可查看主机上不同文件夹的图片内容。

记住密码

若于电脑上设置进入Phocus Mobile的密码，开启
此功能可记录该密码。

允许使用控制面板

Phocus软件将会使用H5D相机类型的控制面板。

关于

包含基本描述信息及两个选项：

演示模式：无需连接电脑，使用演示图片可测试此
应用。

查看完整信息：点击可查看哈苏应用的完成产品信
息（仅支持iP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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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相机

连接相机后，点击 图标进入相机控制界面。
相机控制界面包含以下部分，并可进以下操作：

1. 直方图预览区域

2. 图像预览区域

3. 对焦模式

4. ISO设置

5. 电池状态指示

6. 光圈

7. 快门速度

8. 曝光模式

9. 测光模式

10. 曝光调整

11. 进行自动对焦

12. 反光镜预升

13. 拍摄按键

14. 连接的相机类型

15. 退出按钮

更改参数

点击数值，可更改设置。若数值会灰色，表明需从相机
更改该设置，无法通过Phocus Mobile进行更改。

如需更改光圈，点击光圈值，然后从列表（16）中选择
新的数值。然后再次点击光圈值可关闭选项。采用相同
方法更改其他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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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拍摄图片

可通过相机、Phocus或Phocus Mobile可拍摄图像。
如需使用Phocus Mobile，点击拍摄按钮（1）。拍摄
后，设备上将会显示所拍摄的图像预览以及直方图。注
意，图像不会存储于移动设备中。

点击右下方退出按钮 可关闭相机控制界面。此时将会
返回当前文件夹界面，可查看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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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实时取景

点击屏幕底部的实时取景图标  （1），所连接的相

机将会进入实时取景模式。

于实时取景模式下，除CFV-50c外，其他相机可通向
上或向下滑动图像右侧区域来控制对焦。如需进行无
穷远对焦，从箭头处开始，然后向上滑动。如需进行
最近距离对焦，则向下滑动。请记住，从箭头区域开
始上下滑动。

注意，可控制于放大100%视图或原大中控制对焦。不
过，放大100%对焦将会提高对焦的准确性。

点击退出按钮（2），可退出实时取景模式。

控制对焦

实时取景，对焦后放大100%

2

实时取景

实时取景，放大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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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盘快捷键

建议将左侧快捷键打印出
来，以便快速查阅。

前期使用时，可打印出快
捷方式列表，然后贴到显
示器旁边，直到熟悉。 

WIN
Capture

Close window or application
Export

Export as Previous
Import
Modify

Print
Exit

Undo 
Redo

Cut
Copy

Paste
Find

Select All
Deselect All

Add/Remove from Quick Collection
Remove Crop

Save Adjustments
Reload Adjustments

Use Last Saved Adjustments
Map

Slideshow
Grid

Grid Options
Overlay

Overlay Options
Shadow warning

Highlight warning
Warning Options

Next Image
Previous Image

Zoom In
Zoom Out

Fit to Window
Zoom to 100%

Larger Thumbnails
Smaller Thumbnails

Live Video
Live Video Audio Feedback
Adjustment Mode (Video)

               Show/Hide Tools
 Show/Hide Browser

Show/Hide Thumbnails
Show/Hide Viewer

Viewer in Separate Window
             Full Screen Viewer

Toggle Portrait/Landscape
Layout:                    Standard
Layout:                       Browse
Layout:                        Viewer
Layout:    Thumbnails only
Layout:               Light Mode
Layout:      Standard Mode

Tool Set:       Capture
Tool Set:        Browse

Tool Set:          Adjust
Tool Set:          Export

Adjustment Layer Brush tool

Adjustment Layer Gradient tool

Visualize Adjustement Layer

Adj. layer Radial gradient tool

Dust removal tool
Hand tool

Color picker tool
Loupe  (Navigator tool)

Neutralization tool
Straighten tool

Compare view

Zoom tool
Drag overlay

Single-shot capture
Multi-shot capture

Minimize Phocus

Ctrl+ N
(Alt+ F4)     
Ctrl+ S
Ctrl+ñ+ E 
Ctrl+ I
Ctrl+ M      
Ctrl+ P  
(Alt+ F4)
Ctrl+ Z
Ctrl+ Y
Ctrl+ X
Ctrl+ C
Ctrl+ V
Ctrl+ F
Ctrl+ A
Ctrl+ñ+ A
Ctrl+ B
Ctrl+ñ+ D
Ctrl+ñ+ S 
Ctrl+ñ+ R 
Ctrl+ñ+ U
Ctrl+ñ+ M
Ctrl+ñ+ L
Ctrl+ G
Ctrl+ñ+ G   
Ctrl+ O
Ctrl+ñ+ O
Ctrl+ D
Ctrl+ H
Ctrl+ W
Ctrl+� 
Ctrl+�
Ctrl+ +
Ctrl+ –
Ctrl+ 0
Ctrl+ Alt+ 0
Ctrl+ñ+ +
Ctrl+ñ+ -
Ctrl+ L
Ctrl
Ctrl

+
Alt+
ñ+ A

+ A
           

Ctrl+ñ+ T
Ctrl+ñ+ B
Ctrl+ñ+ N
Ctrl+ñ+ V
Ctrl+ Alt+ñ +V
Ctrl+ñ+ F
Ctrl+ T
Ctrl+ñ+ 1
Ctrl+ñ+ 2
Ctrl+ñ+ 3
Ctrl+ñ+ 4
Ctrl+ñ+ 5
Ctrl+ñ+ 6
Ctrl+ 1
Ctrl+ 2

Ctrl+ 3
Ctrl+ 4

Crop tool c
b

g
e

y

d

h

i 
l
n
r
w

z
Alt + drag
F5
F6

Alt+space+m

Toggle 4-way Keystone tool x

File

Edit

Image

View

 

Window

Tools

文件

编辑

图像

视图

窗口

工具

MAC

Phocus

File

Edit

Image

View

 

Window

Tools

 + ,
 + H
+  +H

 + Q
 + N     
 + W
 + S

^+  + S
ñ+  + I
ñ+  + M        

 + P
 +Õ
 + Z
ñ+  + Z

 + X
 + C
 + V
 + A
ñ+  + A

 + B
 + D

+
+

+

+

+

+

+
+
+

+
+
+
+

+

+
+

+

 +S
 +R

ñ+  + U
 +M

ñ+  + L
 +G

+

+

+
+

 + G
 +O  

 + O
+ñ+  +S

 + H
 + W

� 
�

^+ñ+ C
 + +
 + –
 + 0

 +0

ñ+  + +
ñ+  + –
ñ+  + 0

 + L
+  + A
+  + C

 + M
 +T
 +B
 +N
 +V

+  +V

ñ+  + F
 + 1
 + 2
 + 3
 + 4

 +1
 +2
 +3
 +4

b

e

d

n

y

Preferences
Hide Phocus 
Hide Others
Quit Phocus

Capture
Close

Export
Export as Previous

Import
Modify

Print
Move to Trash

Undo 
Redo

Cut
Copy

Paste
Select All

Deselect All
Add/Remove from Quick Collection

Remove Crop
Save Adjustments

Reload Adjustments
Use Last Saved Adjustments

Map
Slideshow

Grid
Grid Options

Overlay
Overlay Options

Shadow warning
Highlight warning

Warning Options
Next Image

Previous Image
Compare Image

Zoom In
Zoom Out

Fit to Window
Zoom to 100%

+  +AAdjustment Mode (Video)

Larger Thumbnails
Smaller Thumbnails

Fit Thumbnails
Live Video

Live Video Audio Feedback
Show New Captures in Viewer

Minimize
                  Show/Hide Tools

 Show/Hide Browser
Show/Hide Thumbnails

Show/Hide Viewer
Viewer in Separate Window

             Full Screen Viewer
Layout:                    Standard
Layout:                       Browse
Layout:                        Viewer
Layout:    Thumbnails only

Tool Set:       Capture
Tool Set:        Browse
Tool Set:          Adjust
Tool Set:          Export

c
Adjustment Layer Brush tool

Adj. Layer Radial gradient tool

Adjustment Layer Gradient tool

Crop tool
dDust removal tool

hHand tool

iColor picker tool
lLoupe  (Navigator tool)

Neutralization tool
rStraighten tool 
wCompare view

Visualize Adjustment Layer
zZoom tool

 + dragDrag overlay
F5Single-shot capture
F6Multi-shot capture

xToggle 4-way Keystone tool

文件

编辑

图像

视图

窗口

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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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下载了Phocus软件，但是没办法打开。

A： 请检查电脑和操作系统是否支持Phocus软件。请查看Phocus软件中的“使用须知”，了解对操作系
统的具体要求。 

Q：	在哪可以下载到最新版本的Phocus软件？

A： 前往哈苏官网www.hasselblad.com，在支持>说明书>软件（需登录），可下载最新版本Phocus软
件。

Q：	如何将调整设置应用于多张图片下？

A： 首先，选择需要修改的所有图片，然后点击工具栏中的修正，进入修正菜单。然后选择所需对图像进
行的调整设置，应用于所有所选的图片中，点击修正确认。

Q：	如何在其他图像编辑软件中打开导出的图片？

A： 在参数菜单（工具栏>参数>图像编辑软件）中，可选择图像编辑软件。设置后，当双击队列中的图
像名称后，将会自动于所选择的图像编辑软件中打开该图片。

Q：	为什么会有3FR和3F格式的区别？为什么拍摄的图片不能直接存储为3F格式的？

A： 3FR格式文件是由哈苏元数据组成，比起传统的35mm数码文件，里面包含了大量的信息。这些元数
据信息对于生成高质量的哈苏图像而言是必要组成。这也就是说，在最短的时间内，要最大化得输出
最佳图像，这就需要进行大量的计算。为了避免让相机花费大量精力进行计算，Phocus和工作站也
被利用其中。3FR格式文件将会进一步进行处理，生成完整的可工作的RAW格式，以便保存、调整以
及导出，这就是3F格式。

Q：	3FR和3F格式的文件有什么区别？需要全部保存吗？

A： 使用哈苏相机拍摄所得到的元文件格式为3FR，并且继续以3FR格式存储于CF卡中。当导入Phocus
后，3FR格式的图片将会处理为3F格式，并生成高像素的预览图（具体尺寸于参数菜单中设置）。由
于3F格式文件是经过特别调整的，较原格式文件更好，所以生成3F格式文件后可选择删除3FR文件。
同时，用户也可根据需求将3F格式文件导出为TIFF、PSD、以及JPEG格式等，若空间有限时，可根
据需求保留自己需要的格式文件。当然，建议保留3F格式，以便后期对图片进行重新调整。

Q：	为何在Phocus软件中查看主窗口的图像速度比较慢？其他软件感觉会快一些？

A： 和其他软件不同，Phocus的主窗口上显示的是完整的图像，而非用于快速查看的低像素预览图。也
就是说，在Phocus中，所见即所得。哈苏相机所拍摄的文件非常大，需要进行大量的处理，因此在
不同的电脑系统/配置下，图像的显示速度也会有所区别。

 

常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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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如果想要节约时间的话，从缩略图窗口中直接导出文件可以吗？

A： 当直接导出3FR或3F格式文件时，包括白平衡、镜头校正、摩尔纹等在内的所有优化调整将不会包括
在内。不过，如果当客户急需图片时，可通过导出“略缩图”的形式快速导出所有图片，让用户查
看。只要保留3FR/3F格式文件，就可以在需要时随时对文件进行处理，届时再利用Phocus的优势对
图片进行优化。

Q：	是否在Phocus软件中可以快速进入常用文件夹？

A： 可使用浏览窗口中的喜爱区域。拖动文件夹至喜爱，然后加入标题。需要时可随时在喜爱下方点击进
入。

Q：	在哪里可以看到Phocus软件中的所有键盘快捷方式？

A： 本手册中包含了所有的快捷方式信息。用户可打印出来，放置于电脑旁边，以便快速查阅。 

Q：	由Phocus软件生成的3F格式文件是否兼容FlexColor？

A： 不兼容。用户无法在FlexColor中打开Phocus软件所生成的3F格式文件。不过由FlexColor生成的3F
图片文件可以使用Phocus打开。

Q：	我在主窗口对图片进行了更改，但是在缩略图中无法查看到这些变化。	

A： 更改图片后，请点击保存（工具栏>调整>保存更改），否则缩略图上将不会体现用户对图像文件所
做更改。

Q：	如何在缩略图中显示裁切？

A： 点击缩略图窗口右上方的菜单图标，进入菜单。点击显示图像信息，然后勾选裁切。然后对图像进行
裁切，再选择工具栏>调整>保存更改。 

Q：	我把一些3FR格式的文件直接导出为TIFF格式图片，但导出的时候忘记关闭对上一批文件所做
的设置。那现在导出的这批TIFF格式的文件是根据当前的Phocus设置进行的调整吗？

A： 不是。像这样直接导出文件时，Phocus软件默认使用标准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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