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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Capture NX-D 可進行的操作
您可使用 Capture NX-D 透過調整亮度和色相等對照片進行微調，或者編輯
使用尼康數碼相機所拍攝的 RAW 影像並將它們以其他格式儲存。

微調照片

複製調整
儲存調整並將它們套用至其他影像（第 40 頁）或複製到其他電腦（第 42 頁）。
儲存的調整可透過批次處理（第 46 頁）套用至多張影像。

使用 Capture NX-D 可輕鬆調整亮度和白平衡等設定（第 20 頁）。某些設定
（例如曝光補償和 Picture Control）僅適用於 RAW 影像。

以其他格式儲存照片
經微調或處理的 RAW（NEF/NRW）影像可儲存為 JPEG 或 TIFF 格式以用於其
他應用程式（第 45 頁）。

.NEF

Capture NX-D 參考說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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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Capture NX-D 可進行的操作

彩色控制點
使用彩色控制點（第 37 頁），您可輕鬆選擇性增亮、調暗或修改色彩，從
而免去了使用遮色片和其他難以使用的編輯工具的煩惱。

彩色控制點僅套用於所選範圍的色彩。 彩色控制點僅套用於所選點及周邊
區域中相似色彩的物體，而其他色彩的物體大體不受影響。

受影響區域的大小調整快捷簡便。在
其他應用程式中獲取相同的效果將需
要細緻費時地選擇受影響區域。在
Capture NX-D 中，將彩色控制點套用
至指定區域迅速便捷，隨後對受影響
區域大小的調整也同樣迅速便捷。

受影響區域可擴展為套用至整個天空。

原始影像

置於天空的控制點僅影響影像左上角的藍色，
而樹木和建築物大體不受影響。

即使輪廓不清（雲朵）或比較複雜（樹葉）的邊緣看起來都很自然。

您可根據需要使用任意多個控制點。
使用的控制點越多，編輯就越精細越
直觀。

原始影像

Capture NX-D 參考說明書

置於黃色建築物上的控制點僅套用於周邊區域
中的黃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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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調整
Capture NX-D 可將影像調整儲存至一個與原始影像數據分開的“邊車”檔
案，該檔案在設定更改時會自動更新。由於對設定的更改與原始影像數據
分開儲存，原始照片可隨時還原且不會降低品質。

影像調整（設定檔案）

原始影像

微調預覽

Picture Control 設定
設定檔案

設定檔案被刪除或設定被重設

原始影像（預覽）

以其他格式儲存影像
影像數據

曝光補償

當檔案轉換成 JPEG 或 TIFF 格式時，透過將設定檔案中的調整套用至原始影
像數據可建立一個新檔案。將檔案轉換成這些格式，您可在 Capture NX-D
或 ViewNX-i 以外的軟件中查看編輯後的影像。

A 影像調整
影像調整包含於設定檔案中，這些檔案儲存在與原始影像位於同一檔案夾
的“NKSC_PARAM”檔案夾中。若該檔案夾或設定檔案被刪除，所有更改都將遺失；同
樣，由於影像和設定檔案是透過檔案名稱所連結，若檔案被重新命名，更改也將遺失或
套用至其他影像。使用 Capture NX-D 或 ViewNX-i 中的檔案管理功能可重新命名、移動、複
製或者刪除檔案或檔案夾。

設定
原始影像

設定套用至原始影像以建立新的
JPEG 或 TIFF 檔案

當在 ViewNX-i 中開啟檔案時，使用 Capture NX-D 作出的影像調整將會套用。
Capture NX-D 參考說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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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pture NX-D 視窗

q
e

t

w
r

y

u

q 選單列：存取選單（第 10 頁）。
w 工具列：選擇一種顯示以及選取影像調整
工具（第 8 頁）。
e 檔案夾面板：選擇一個檔案夾以在影像區
域中顯示其內容（第 6 頁）。
r 影像區域：查看目前檔案夾中的影像。
t 所選影像：所選影像反白顯示為灰色，且
已修改的影像在縮圖左上角用
圖示標
識。按兩下可進行預覽（第 11 頁）。
y 色階分佈圖面板：查看所選影像的色調分
佈（第 6 頁）。
u 檔案/相機資訊/編輯/修整：在檔案和相機資
訊面板中查看影像資訊，使用編輯面板中的
工具微調影像，或者切換至修整面板以使用
自動修整筆刷或彩色控制點（第 7 頁）。
i狀 態 列 ： 查 看 所 選 影 像 的 資 訊
（第 10 頁）。

i

A 導航面板
在影像區域中按兩下一個縮圖顯示預覽時，螢幕中將出現導航（導覽器）面板（第 6 頁）。

Capture NX-D 參考說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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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板
Capture NX-D 包含以下面板。

色階分佈圖面板
色階分佈圖面板可為所選縮圖或預覽顯示中
的影像提供不斷更新的色階分佈圖。色階分
佈圖可顯示通道選單中所選色彩通道的色調
分佈。選擇 RGB 可查看紅色、綠色和藍色通
道的重疊分佈：紅色和綠色重疊分佈的色調
範圍顯示為黃色，紅色和藍色重疊顯示為洋
紅色，綠色和藍色重疊顯示為青色，三種顏
色均重疊在一起則顯示為白色。

檔案夾面板
檔案夾面板列出的是電腦儲存系統中的檔案
夾。按一下一個檔案夾即可在影像區域或預
覽顯示中顯示該檔案夾所包含的影像。

通道選單

導航（導覽器）面板
按兩下一個縮圖顯示預覽時，檔案夾面板的
上方將出現導航面板。若要放大或縮小預
覽，請按一下
和
按鍵，使用滑桿，或
者在文字方塊中輸入所需縮放率。

當預覽放大時，導航面板中的方框將顯示預
覽中目前所示的區域。拖曳方框可查看預覽
的其他區域。

檔案夾面板選單用於存取最近使用過的檔案
夾。您可將常用檔案夾新增至該選單並從中
進行存取。

檔案夾面板選單

A 面板選單
若要存取面板選單，請按一下面板右上角的小三角（ ）。選擇 取消停駐 可以浮動視窗
的形式開啟面板，浮動視窗可在螢幕顯示中自由移動。
Capture NX-D 參考說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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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板

檔案和相機資訊面板

編輯面板

檔案和相機資訊面板中列出的是影像區域中 檔案和相機資訊標籤
目前所選或正被預覽影像的資訊（包括曝
光，用於記錄照片的相機型號以及拍攝日期
和時間）。您可透過在面板選單中選擇 停駐
於左方 於檔案夾面板（第 6 頁）通常所處的
位置顯示檔案和相機資訊面板。

使用編輯面板中的工具可調整影像區域
中目前所選或正被預覽的影像。工具
列表（第 20 頁）包含 曝光補償、白平
衡、Picture Control 和 色調 / 色調（細節）
工具，您可透過下拉選單或者按一下工具
圖示並在 調整面板（第 20 頁）中調整設
定來進行選取。其他工具則可使用面板底
部的 工具按鍵（第 21 頁）進行選取。調
整管理器（第 21 頁）可用於將調整複製到
其他影像或儲存目前設定以供今後使用。
若要重設所有工具並將影像還原至首次在
Capture NX-D 中開啟時的狀態，請按一下
還原按鍵（請注意，上一次在 Capture NX-D
中開啟之後在其他應用程式中對 JPEG 和
TIFF 影像所作的任何更改都不會被重設）。

編輯標籤

工具列表
調整管理器

調整面板
工具按鍵

還原按鍵

A 檔案和相機資訊、編輯和修整面板
左上角的標籤可用於切換顯示面板。
Capture NX-D 參考說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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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列
工具列用於選擇一種顯示以及選取影像調整工具。

修整面板
修整面板包含自動修整筆刷（第 36 頁）和
彩色控制點（第 37 頁）工具。

修整 標籤

q w e r ty ui o!0!1!2 !3 !4!!
5 !
6 7 !8 !9 @0 @@
1 2 @3 @4
q

返回/往前

選擇目前檔案夾之前或之後的檔案夾。

—

w

檔案夾

顯示一個對話窗，您可透過該對話窗找到並開啟一
第6頁
個檔案夾。

e

檢視模式

選擇影像區域的檢視模式。

第 11 頁

A 更改工具列的外觀
使用 視窗 選單中的 自定工具列 項目可改變工具列的外觀；預設設定為 圖像與文字。為進
行解釋說明，上圖顯示的是選擇了 圖像（大）且所有圖示都啟動的工具列。
圖像與文字：
圖像（大）：

Capture NX-D 參考說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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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列

r

比較

並排查看影像。您可選擇 調整前/調整後 或 兩個影
第 14 頁
像。

!6

篩選

根據多種標準篩選影像，包括評分、標籤和相機設
第 19 頁
定。

t

目前/調整後

將目前調整套用至“調整前”影像以用作進一步修
第 14 頁
改時的參考。

!7

清除篩選

結束篩選並查看所有影像。

y

原始/調整後

將“調整前”影像還原至未作任何調整時的狀態。 第 14 頁

!8

批次狀態

查看批次狀態。

中止批次

取消批次。

—

u

若檔案夾中包含以“RAW + JPEG”影像品質設定拍
攝的影像，選擇該選項可單獨列出 RAW 和 JPEG 影 第 11 頁
像。

!9

NEF/NRW+JPEG

i

檢視工具

選取檢視全部、影像檢視器、縮放以及手形工具。

@0

ViewNX-i

—

o

白平衡

按一下預覽中的一個點調整白平衡以便將取樣點設
第 23 頁
為中灰色（設定灰點）。

在 ViewNX-i 中查看目前所選的單張或多張影像。影
像將以目前狀態顯示，包括使用 Capture NX-D 所作
的任何更改；NEF/NRW（RAW）影像將直接顯示而
不會轉換為 TIFF 格式。

@1

匯入

使用 Nikon Transfer 2（若已安裝）匯入影像。

!0

拉直

拉直影像。

第 33 頁

@2

開啟方式

使用先前透過「開啟方式」應用程式 選項所選的應
第 54 頁
用程式和格式開啟影像。

!1

裁剪

裁剪影像。

第 43 頁

@3

列印

列印影像區域中目前所選或正被預覽的影像。

!2

旋轉

將影像旋轉 90°。按住此按鍵可選擇旋轉方向。

@4

轉換

!3

修整筆刷

去除灰塵和刮痕（自動修整筆刷）。

第 36 頁

將影像儲存為 JPEG 或 TIFF 格式。影像儲存之前會套
第 45 頁
用調整。

!4

彩色控制點

使用彩色控制點調整色彩和亮度。

第 37 頁

!5

快速篩選

使用篩選列篩選影像。

第 19 頁

Capture NX-D 參考說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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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態列

選單列

查看影像區域中目前所選或正被預覽影像的資訊。

選取影像調整工具或以其他格式儲存影像。

q

w e

r

t y

q

w

e

r

t

y

u

i

q

檔案名稱

檔案名稱。

q 檔案

將檔案轉換為其他格式，執行批次處理以及列印和重新命名檔案。

w

縮放率

目前所示預覽的縮放率。

w 編輯

選擇、複製、貼上以及刪除影像。

e

色彩空間

預覽顯示中影像的色彩空間。

e 顯示方式 選擇檢視模式，調整縮放以及排序和選擇影像。

r

影像大小

預覽顯示中影像的大小（以像素表示）。

r 影像

旋轉、評分和使用標籤標記影像，或者顯示網格、對焦點、暗部或高光。

t

色彩值

預覽顯示和影像檢視器中游標所指處像素的色彩。

t 調整

複製、貼上、儲存以及載入影像調整設定。

y

檔案夾中的 目前影像的位置以及檔案夾中影像的總數量。按一
位置
下
或
可查看其他影像。

y 工具

選取影像調整工具。

u 視窗

查看和隱藏面板。
查看線上輔助說明。在 Windows 系統下，使用該選項也可顯示目前軟件的版

i 輔助說明 本編號。

Capture NX-D 參考說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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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照片
Capture NX-D 包含以下查看選項。

預覽

縮圖

若要顯示預覽影像，請按兩下一個縮圖，或者先選擇一個縮圖，然後按一
下工具列中的檢視模式按鍵並選擇 預覽。

在預設設定下，Capture NX-D 將目前檔案夾中的影像以縮圖形式列出。所選
影像反白顯示為灰色。

縮圖列表

所選影像

A 返回縮圖顯示

A 縮圖大小

若要返回縮圖顯示，請按一下工具列中的檢視模式按鍵並選擇 縮圖。

使用影像區域上方的滑桿可選擇縮圖大小。

滑桿

A 相同名稱，不同副檔名
若檔案夾中包含檔案名稱相同但副檔名不同的成對影像（例如，以“RAW + JPEG”影像品
質設定記錄的 RAW 和 JPEG 影像），當 NEF/NRW + JPEG 處於開啟狀態時，每對影像將僅
顯示一張。若要查看所有影像，請關閉 NEF/NRW + JPEG。

Capture NX-D 參考說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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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示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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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調整

其他功能

選單指南
查看照片

影像檢視器
若要預覽目前影像，同時使縮圖位於上方、下方、左邊或右邊，請按一下
工具列中的檢視模式按鍵並選擇 影像檢視器。

A 選擇預覽和縮圖面板的位置
預覽和縮圖面板的位置可從面板選單中進行選擇。

預覽面板選單

預覽面板
縮圖面板選單

A 縮圖圖示

q

we

縮圖面板

r
u
按一下縮圖可預覽其他影像。

Capture NX-D 參考說明書

t
i

y

q 影像已被修改。若影像已使用 Color Efex Pro 進行修
改，螢幕中將顯示

w
e
r
t
y
u
i

。

影像是在影像品質設定“RAW + JPEG”下所拍攝。
影像為 RAW（NEF/NRW）格式。
影像標籤（第 17 頁）。
影像處於保護狀態（第 18 頁）。
影像評分（第 16 頁）。
影像檔案名稱。
記錄影像時的光圈（f 值）、快門速度和 ISO 感光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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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照片

全屏查看影像

使用鍵盤上的左、右方向鍵可查看其他影像。

若要隱藏選單、工具列和面板並全屏顯示目前影像，請按一下工具列中的
檢視模式按鍵並選擇 全屏顯示。

在多張預覽顯示（第 14 頁）中也可進行全屏顯示。

調整前/調整後

若要退出全屏顯示並返回上一顯示，請按一下

Capture NX-D 參考說明書

兩個影像

按鍵或按下 Esc 鍵。

13

簡介

顯示照片

篩選

影像調整

其他功能

選單指南

並排比較
若要比較影像，請使用工具列中的“比較”工具。選擇 調整前 / 調整後 可
對單張影像進行調整前和調整後的比較，選擇 兩個影像 則可並排比較多張
影像。若要退出並排比較顯示，請選擇 單一預覽。

n 更新“調整前”影像
若要更新“調整前”影像以反映目前影像調整，請按一下工具列中的
鍵。然後，“調整前”影像即可作為隨後更改影像調整設定的參考。

按

比較

調整前/調整後
比較目前影像調整前和調整後的顯示。
n 還原“調整前”影像

調整前

Capture NX-D 參考說明書

調整後

若要將“調整前”影像還原至未調整狀態，請按一下工具列中的
按鍵。
“調整前”影像將還原至影像首次在 Capture NX-D 中開啟時的狀態（請注
意，上一次在 Capture NX-D 中開啟之後在其他應用程式中對 JPEG 和 TIFF 影
像所作的任何更改都不會被重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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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排比較

“兩個影像”
並排比較影像。縮放或滾動其中一張影像時，另一張影像也會相應地進行
縮放或滾動。

當您按一下“比較”按鍵並選擇 兩個影像 時，目前影像將顯示在左邊。若
要選擇影像進行顯示，請按一下所需預覽方塊，然後按一下一個縮圖。僅
同一檔案夾中的影像才可選來進行並排比較。

按一下
目前影像
按一下一
個縮圖

所選預覽將反白顯示為白色。影像調整與色階分佈圖和導航面板顯示一樣
僅適用於所選預覽。

A “兩個影像”

未調整

具備至少 4 GB 記憶體且執行 64-bit 作業系統的電腦可提供 2 張和 4 張影像
顯示供您選擇。在執行 32-bit 版 Windows 的電腦上，“兩個影像”功能僅
提供 2 張影像顯示。

曝光補償設為 +1.0 EV

A 在預覽顯示中比較影像
若要在預覽顯示中並排開啟兩張影像，請按一下
工具列中的檢視模式按鍵並選擇 預覽。

Capture NX-D 參考說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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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分
您可從

（無評分）至 5 星中為照片指定評分。

評分可使用縮圖評分圖示或 影像 選單中的 評分 選項進行指定。

1

選擇照片。

A 若要選擇多張照片，請在按住 Ctrl 鍵（在
Mac 電腦上則按住
/ command 鍵）的同
時，依次按一下每張影像。若要選擇兩張照
片以及這兩張照片之間的所有影像，請在按
住 Shift 的同時，按一下這兩張照片。

2

按一下

圖示並從

（無評分）至 5 星中選擇一個評分。

若要為照片指定 3 星評分，請按一下左起
第三顆星。前 3 顆星將反白顯示為黃色。

A “評分”
所選檔案也可使用 影像 選單中的 評分 選項進行評分。
Capture NX-D 參考說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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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籤
為使照片更易於排序和查找，您可為它們指定從“0”（無標籤）至“9”
的標籤，每個標籤均配有專有的色彩。

標籤可使用縮圖標籤圖示或 影像 選單中的 標籤 選項進行指定。

1

選擇照片。

A 若要選擇多張照片，請在按住 Ctrl 鍵（在
Mac 電腦上則按住
/ command 鍵）的同
時，依次按一下每張影像。若要選擇兩張照
片以及這兩張照片之間的所有影像，請在按
住 Shift 的同時，按一下這兩張照片。

2

按一下一個標籤（q ；對於無標籤影像，標籤“0”僅在游標位於照片
上時顯示）並從“0”（無標籤）至“9”中選擇一個標籤（w）。

q 按一下一個標籤圖示。

w 按一下一個標籤。

A “標籤”
所選檔案也可使用 影像 選單中的 標籤 選項進行標記。
Capture NX-D 參考說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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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照片
保護照片不被意外刪除。受保護的照片無法刪除或重新命名。

可以使用縮略圖保護圖示，或 影像 選單選項中的 保護檔案 新增或取消保
護。

1

選擇照片。

A 若要選擇多張照片，請在按住 Ctrl 鍵（在
Mac 電腦上則按住
/ command 鍵）的同
時，依次按一下每張影像。若要選擇兩張照
片以及這兩張照片之間的所有影像，請在按
住 Shift 的同時，按一下這兩張照片。

2

按一下保護（ ）圖示可保護所選照片。

A 若要取消保護，請再按一下保護（即時

）圖示。

A ＂保護檔案＂
A 編輯受保護的照片
即使照片受到保護時，也可以進行編輯。影像調整被儲存在單獨的＂邊車＂檔案里。
Capture NX-D 參考說明書

透過在 影像 選單中將 保護檔案 選為 保護 或 移除保護，也可以對檔案進行保護或取消保
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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篩選
若要使用評分、標籤和相片資訊等標準篩選照片，請按一下工具列中的
鍵。

按

快速篩選
使用工具列中的

1

按一下

按鍵可篩選照片。

按鍵顯示篩選列。

篩選列

2

從篩選列的選項中選擇一個或多個篩選。

A 若您選擇了多個評分，所選範圍中帶評分的所有照片都將顯示。例如，選擇 3 星
和 5 星評分將會顯示帶有 3 星、4 星和 5 星評分的照片。

A 按一下

僅查看受保護的影像，按一下

僅查看移除保護的

影像。

螢幕中將出現一個對話窗，您可在其中選擇篩
選。僅至少符合一個所選標準的照片才會出現
在縮圖列表中。

僅至少符合一個所選標準的照片才會出
現在縮圖列表中。

A 篩選

機型、焦距、快門速度、光圈 和 ISO 感光度 篩選的選
項限制為在目前檔案夾內的影像中所能找到的值。

Capture NX-D 參考說明書

A 查看所有照片
若要取消篩選並顯示目前檔案夾中的所有照片，請按一下工具列中的

按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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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面板
大部分影像調整是使用編輯面板進行的，編
輯面板由工具列表、調整面板以及工具按鍵
組成。

工具列表

調整面板
使用調整面板可進行更細緻的調整。按一下工具按鍵或工具列表中的圖示
將顯示所選項目的設定。

工具列表
工具列表包含下列項目。色調/色調（細節）
以外的所有工具專用於 RAW（NEF/NRW）影
像。
曝光補償

第 22 頁

白平衡

第 23 頁

Picture Control

第 24 頁

色調/色調（細節） 第 27 頁

這些工具的設定可從下拉選單中選擇。
選擇 拍攝時設定 可將設定恢復至影像首次在
Capture NX-D 中開啟時使用的值。在其他設
定下，下拉選單右邊的方塊中會出現一個核
選標記（ ），取消方塊（ ）中的核選可
隱藏更改。

調整面板

已使用調整面板更改過的工具在工具列表的下拉選單中以標籤 手動設定 進
行標識。

Capture NX-D 參考說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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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面板

工具按鍵

調整管理器

使用編輯面板底部的工具按鍵可選取下列
工具。請注意，其中某些工具僅可用於
RAW（NEF/NRW）影像；有關詳情，請參
見各工具的相關章節。

調整管理器可用於將調整複製到其他影像或
儲存目前設定以供今後使用（第 41 頁）。

減低雜訊

第 28 頁

相機和鏡頭調整

第 29 頁

LCH

第 31 頁

拉直/透視控制

第 33 頁

遮色片銳利化

第 34 頁

色階與曲線

第 35 頁

調整管理器

按一下按鍵並在調整面板中調整設定即可選
取這些工具。已從預設值更改的工具按鍵反
白顯示為黃色（例如， ）。

工具按鍵

還原按鍵
按一下還原（“還原成拍攝時的狀態”）按
鍵可重設所有工具並將影像還原至首次在
Capture NX-D 中開啟時的狀態（請注意，上
一次在 Capture NX-D 中開啟之後在其他應用
程式中對 JPEG 和 TIFF 影像所作的任何更改
都不會被重設）。

Capture NX-D 參考說明書

A 微調多張影像
還原按鍵

影像調整可同時套用至目前在縮圖
列表中選擇的所有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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曝光補償（RAW 影像）
調整整體曝光，使影像更亮或更暗。

工具列表中的下拉選單可用於選擇 +1.0 至 –1.0 EV 之間的值。

+1.0 EV

若要選擇 +5.0 至 –5.0 EV 之間的值，請使用
影像調整面板中的 曝光補償 控制以 0.01 EV
為等級進行微調。

影像調整面板還提供了一個 主動式 D-Lighting 選單，該選單可用於突出高
光和暗部細節。

低

標準

高

超高

–1.0 EV

A 主動式 D-Lighting
主動式 D-Lighting 僅可用於使用支援主動式 D-Lighting 的相機所拍攝的 RAW 影像。
Capture NX-D 參考說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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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平衡（RAW 影像）
調整白平衡。

您可使用影像調整面板中的 色溫 和 色調 控制
微調白平衡。色調 可設為 –12 至 +12 之間的
值：選擇較低值可使綠色更淡而洋紅色更濃，
選擇較高值則獲得相反效果。色溫可用值的範
圍根據白平衡中所選項目的不同而異。

工具列表中的下拉選單提供了多個預設值供您選擇。
設定灰點

白平衡也可透過影像取樣來進行設定：按一下
（設定灰點）按鍵並按一
下影像中的任意位置以單個像素為樣本，或者在影像上拖曳游標以使用所
選區域的平均色值。為使所選像素或區域顯示為中灰色，整個影像的白平
衡都將被調整。
白熾燈

在藍色區域取樣

白平衡被調整使藍色顯示為灰色，且整個
影像帶有“暖”氛圍

陰天

Capture NX-D 參考說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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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cture Control（RAW 影像）
調整 Picture Control 設定。

色彩處理

色彩處理

從下列選項中進行選擇。可用 Picture Control
根據所選項目的不同而異。

工具列表中的下拉選單提供了多個預設
Picture Control 供您選擇。

• 最新的 Picture Control 系統：使用最新 Picture Control 處理色彩。最近新
增的創意 Picture Control 和參數可套用至使用不提供這些選項的相機所拍
的照片。
• 與相機相容：使用拍攝該照片的相機的 Picture Control 處理色彩。選擇該
選項可獲取符合相機螢幕中所見的色彩重現。

A ＂最新的 Picture Control 系統＂

影像調整面板中的控制可用於選擇色彩處理，對所選控制進行迅速調整，
或者微調單個 Picture Control 參數。
Capture NX-D 參考說明書

若照片是使用僅支援最新的 Picture Control 的相機所
拍攝，最新的 Picture Control 系統 和 與相機相容 提
供相同的 Picture Control 參數供您選擇。也可以使用
偏好設定對話窗的＂NEF（RAW）處理＂標籤中的
色彩處理（第 54 頁）選單來選擇色彩處理。

色彩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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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cture Control（RAW 影像）

Picture Control 參數
選擇色彩處理（第 24 頁）後，再選擇一個
Picture Control 並調整 Picture Control 參數。可
用參數根據所使用的相機以及所選色彩處理
和 Picture Control 的不同而異。
最新 Picture Control
• 當 最新的 Picture Control 系統 選作色彩
處理，或者照片是使用僅支援最新 Picture
Control 的相機所拍攝且僅可選擇 與相機
相容 時，以下參數可用。使用滑桿微調設
定，或者選擇 自動 讓 Capture NX-D 自動調
整設定（請注意，自動 所產生的效果可能
根據曝光和畫面中主體位置和大小的不同
而異）。
• 快速銳化：快速均衡調整 銳化、中範圍銳
化 及 清晰度 的等級，選擇 自動 則可讓相
機自動調整。除非選擇了 自動，否則您還
可對以下單個參數進行手動調整：
❖ 銳化：控制細節和輪廓的銳利度。
❖ 中範圍銳化：根據圖案和線條的精細度
在受 銳化 和 清晰度 影響的中間色調中調
整銳利度。
❖ 清晰度：在不影響亮度或動態範圍的情
況下調整總體銳利度和較粗輪廓的銳利
度。
• 對比度：調整對比度。選擇較低值可獲得
較低對比度，選擇較高值則獲得較高對比
度。
• 亮度：在不遺失高光和暗部細節的情況下
調整亮度。
Capture NX-D 參考說明書

• 飽和度：控制色彩的鮮豔度。選擇較低值可獲得較低飽和度，選擇較高值
則獲得較高飽和度。該選項不適用於 單色 Picture Control。
• 色相：調整色相。該選項不適用於 單色 Picture Control。
• 濾鏡效果：使用 單色、棕褐色、藍色、紅色 或 粉紅色 Picture Control 時模
擬色彩濾鏡的效果。
• 色調：選擇使用 單色 Picture Control 時的色調。
• 調整飽和度：選擇 單色、木炭、石墨、雙色調 以及 黑碳 Picture Control 時
所使用色調的飽和度。無法套用於黑白影像。
按一下 重設 可重設所有滑桿。請注意，無法為使用自定曲線的
Control 調整 對比度 和 亮度。

Picture

A 創意 Picture Control
選擇了 夢幻、晨曦 或 普普風 等創意 Picture Control 時
將顯示一個 效果等級 滑桿。使用該滑桿可選擇效果
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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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 Picture Control
若色彩重現選單提供 最新的 Picture Control 系統 和 與相機相容 選項，下
列參數在選擇了 與相機相容 時可用。使用滑桿微調設定，或者選擇 自動 讓
Capture NX-D 自動調整設定（請注意，自動 所產生的效果可能根據曝光和
畫面中主體位置和大小的不同而異）。
• 快速調整：向左或向右拖曳滑桿可減弱或
增強所選 Picture Control 的效果。快速調
整 會同時影響所有 Picture Control 設定，
並且將取消分別對單個參數所作的任何更
改。不適用於中性、扁平或單色
Picture
Control。
• 銳化：控制輪廓的銳利度。選擇較高值可
獲得較高的銳利度。
• 清晰度：調整清晰度（該選項僅適用於使用
支援 清晰度 參數的相機所拍攝的照片）。
• 對比度：調整對比度。選擇較低值可獲得
較低對比度，選擇較高值則獲得較高對比
度。
• 亮度：在不遺失高光和暗部細節的情況下
調整亮度。
• 飽和度（僅限於非單色）：控制色彩的鮮
豔度。選擇較低值可獲得較低飽和度，選
擇較高值則獲得較高飽和度。
• 色相（僅限於非單色）：調整色相。

Capture NX-D 參考說明書

• 濾鏡效果（僅限於單色）：模擬色彩濾鏡在單色相片中的效果。
• 色調（僅限於單色）：選擇在單色相片中使用的色調。
• 調整飽和度（僅限於單色）：選擇在單色照片中所使用色調的飽和度。無
法套用於黑白影像。
按一下 重設 可重設所有滑桿。請注意，無法為使用自定曲線的
Control 調整 對比度 和 亮度。

Picture

A “自動”Picture Control
自動 Picture Control 的參數可設為 A-2 至 A+2 之間的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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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調/色調（細節）
您可調整影像整體的亮度和對比度，或者僅調整影像高光或暗部。

色調
按一下如插圖中所示的圖示，影像調整面板
中將顯示以下控制：
• 亮度：調整整體亮度。可選擇 –100 至 +100
之間的值：值越高，明亮度越高。
• 對比：調整整體對比度。可選擇 –100 至
+100 之間的值：值越高，對比度越高。
• 飽和度：控制色彩的鮮豔度。可選擇 –100 至
+100 之間的值：值越高，色彩越鮮豔（飽和
度越高）。

Capture NX-D 參考說明書

色調（細節）
按一下如插圖中所示的圖示，影像調整面板
中將顯示以下控制：
• 亮部：保留高光細節。數值範圍為 0 至 100：
選擇較高值可減少高光的亮度。
• 陰影：保留暗部細節。數值範圍為 0 至 100：
選擇較高值可增加暗部的亮度。
• D-Lighting HS：增亮逆光或光線不足的照片
的暗部，或者減少高光細節的遺失。較高值
可減少暗部和高光之間的對比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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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按鍵
您可使用工具按鍵選取工具列表中未列出的工具。

減低雜訊
選擇該工具可在影像調整面板中顯示減低雜
訊控制（見下文）。透過核選 減低雜訊 核
取方塊啟用減低雜訊後，請按照本部分中所
述調整設定。
方法 的可用選項根據用於建立目前照片的
相機的不同而異。若僅 與相機相容 選項可
用，其他設定可按照以下說明進行調整：
• 強度：使用 方法 下方的下拉選單選擇執行
的減低雜訊量。
• 減低邊緣雜訊（僅限於 RAW 影像）：減少
影像邊緣出現的雜訊和不自然顯示使輪廓
更加清晰。
• 減低天文攝影相片的雜訊（僅限於 RAW 影
像）：減少在長時間曝光中出現的隨意分
佈的明亮像素。

若 方法 選單可用，選擇 速度較快 可較快速
處理，選擇 品質較佳 2013（僅限於 RAW 影
像）或 品質較佳 則可進行較精確的減低雜
訊。您還可調整以下項目：

• 減低雜訊量：從數值 0 至 100 之間選擇減
低雜訊等級。值越高，影像越平滑，可見
的影像“雜訊”所引起的不自然顯示越
少。
• 細節：將 減低雜訊量 選為較高值，影像平
滑的同時可能會遺失細節；增加 細節 則可
增加影像細節。
• 減低邊緣雜訊（僅限於 RAW 影像）：減少
影像邊緣出現的雜訊和不自然顯示使輪廓更
加清晰。
• 減低天文攝影相片的雜訊（僅限於 RAW 影
像）：減少在長時間曝光中出現的隨意分佈
的明亮像素。

A 品質較佳 2013

品質較佳 2013 適用於減少短波中的色彩雜訊和影像中色彩均勻區域的雜訊。選擇該選項還
可顯示 亮度雜訊 和 色彩雜訊 項目，您可為每個參數單獨調整 減低雜訊量 和 細節。

Capture NX-D 參考說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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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機和鏡頭調整
選擇該工具可在影像調整面板中顯示以下控
制：
• 摩爾紋抑制（僅限於 RAW 影像）：若要減
少摩爾紋（在規則圖案重疊處可見的一種
影像不自然顯示），請選擇此項目並從選
單中選擇一個選項。
• 影像除塵（僅限於規則的或大尺寸的 RAW
影像）：將相片與使用相機所記錄的參照
數據進行比較以減輕相機影像感應器上灰
塵的影響。按一下 變更… 可選擇包含所需
數據的 NDF 檔案。有關記錄參照數據的詳
細資訊，請參見相機說明書。
• 橫向色差：減少 RAW 影像中的橫向色差
（彩色邊紋和光暈）。在預設設定下，該
選項無法套用於 JPEG 和 TIFF 影像。
• 縱向色差：減少縱向色差所引起的模糊色
彩。可選擇 0 至 100 之間的值：值越高，
效果越顯著。
• 自動變形控制：該選項可使用隨相片一起
記錄的鏡頭資訊減少廣角鏡頭所產生的桶
形變形和遠攝鏡頭所產生的枕狀變形。自
動變形控制可從下拉選單進行開啟或關
閉；若相片是透過安裝有防水鏡頭的高階
可換鏡頭相機所拍攝，您還將獲得一個 開
啟（水底）選項，用於減少在水底所拍相
片中的枕狀變形。
• 紅眼校正：自動偵測並去除“紅眼”。

Capture NX-D 參考說明書

• 邊暈控制：調整使用某些鏡頭拍攝時發生的邊緣照度變化。可選擇 –100 至
+200 之間的值：值越高，影像邊緣亮度增加得越多。
• 衍射補償：減少以小光圈（高 f/ 值）所拍照片中的衍射。
• PF 眩光控制：減少畫面中明亮光源導致的環狀、圓形或其他形式的眩光。
根據光源類型和形狀的不同，可能無法獲得預期效果，此時您也許希望取
消核選該選項。
• 魚眼鏡頭：該選項僅適用於使用 AF DX Fisheye-Nikkor 10.5mm f/2.8G ED、
AF Fisheye-Nikkor 16mm f/2.8D 或 AF-S Fisheye NIKKOR 8-15mm f/3.5-4.5E ED
鏡頭所拍的相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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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影像除塵
您可按照以下步驟執行影像除塵。

1

按一下 變更…。若目前檔案夾包含一個影像除塵參考檔案，螢幕中將
顯示一條資訊；請進入步驟 2。若未顯示資訊，則進入步驟 3。

2

若要使用目前檔案夾中的檔案執行影像除塵，請選擇 是。否則，請選擇 否
並進入步驟 3。

3

選擇一個參考檔案並按一下 好 執行影像除塵。

AF DX Fisheye-Nikkor 10.5mm f/2.8G ED 和 AF Fisheye-Nikkor 16mm f/2.8D
若選擇了 包括無影像資料的區域，影像將不
會被裁剪，並且影像某些部分將被彎曲。彎
曲的部分不包含影像數據，並且使用 填充色
彩 選單中所選的色彩進行填充。

A 影像除塵
灰塵的位置每日不同；請盡可能使用最近 24 小時內記錄的參照數據。若相機提供影像感應
器清理，請僅使用最近一次清理後記錄的數據，因為清理操作會改變灰塵的位置。當將記
錄的 NEF (RAW) 影像的大小設定為“小”時，影像除塵不可用。

n 魚眼鏡頭

選擇 魚眼鏡頭 可處理使用魚眼鏡頭所拍的相片，使它們看起來像使用廣角
直線性鏡頭所拍攝。影像中央的區域（整圓魚眼鏡頭）或者以穿過影像中
央的水平線或垂直線為中心的區域（全幀魚眼鏡頭）會被裁剪以與相機畫
角相符。

全幀魚眼鏡頭效果

Capture NX-D 參考說明書

AF-S Fisheye NIKKOR 8-15mm f/3.5-4.5E ED
裁剪大小滑桿可控制裁剪區域的大小。裁剪
區域越小，影像中央放大得越多。為全幀魚
眼鏡頭效果的影像選擇接近 1 的值將導致某
些部分不包含影像數據，並填充為 填充色彩
選單中所選的色彩。
變形控制滑桿可控制變形。較高值使影像向
外彎曲，較低值則使影像向裡彎曲。

整圓魚眼鏡頭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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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CH
LCH 色彩空間使用明度（一種類似但不等同
於亮度或照度的屬性）、色飽和度（色彩飽
和度）及色調值構造色彩。選擇了 LCH 工具
時，這些參數可透過影像調整面板中的通道
選單獲取。

n 整體明度

在不影響色飽和度和色調的情況下調整
整體明度。
q 自動對比：透過設定黑白點來排除影
qwer
像中一定比例的最亮像素和最暗像
素，從而增加對比度。
t
w 新增錨點：按一下該按鍵，然後按一
下預覽面板中的影像可在曲線上新增
一個點，該點對應游標所指處像素的 y
明度。
e 重設目前頻道：將整體明度曲線重設
為直線。
u
r 重設所有頻道：將整體明度、色彩明
度、色飽和度和色調曲線重設為直 i
線。
o
!1
t 白點輸出色階滑桿：選擇最大輸出色
階（白點）。
!0
y 色階分佈圖：色階分佈圖顯示影像中
像素的明度分佈情況。橫軸對應明度（範圍：0–255），縱軸對應像素
量。
u 明度曲線：曲線的傾斜度和形狀決定色調範圍中相應部分影像的明度。
Capture NX-D 參考說明書

i 黑點輸出色階滑桿：選擇最小輸出色階（黑點）。
o 黑點輸入滑桿：選擇最小（黑點）輸入色階。
!0 中間調 (色調範圍調整)：選擇中間調點（中間調值）。
!1 白點輸入滑桿：選擇最大（白點）輸入色階。
n 色彩明度
在不影響色飽和度和色調的情況下調整
所選色彩的明度。該選項可用於增亮陰
暗天空的藍色等情況。
q 新增錨點：按一下該按鍵，然後按一
下預覽面板中的影像可在曲線上新增
一個點，該點對應游標所指處像素的
值。
w 重設目前頻道：將色彩明度曲線重設 r
為直線。
e 重設所有頻道：將整體明度、色彩明
度、色飽和度和色調曲線重設為直
線。
r 色彩明度曲線：將曲線上的點向上移
動可使色彩範圍中受影響的部分變
亮，而向下移動則使受影響的色彩變
暗。
t
t 範圍滑桿：調整穿過所選點的曲線的
範圍，從而增加或減少受更改影響的色彩的範圍。

qw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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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色飽和度
增加或減少整個影像或部分色彩範圍的
色彩飽和度，從而使色彩更鮮豔或更素
淡。
qwe
q 新增錨點：按一下該按鍵，然後按一
下預覽面板中的影像可在曲線上新增
一個點，該點對應游標所指處像素的
色飽和度。
w 重設目前頻道：將色飽和度曲線重設 r
為直線。
e 重設所有頻道：將整體明度、色彩明 t
度、色飽和度和色調曲線重設為直
線。
r色 飽 和 度 曲 線 ： 將 曲 線 上 的 點
向上移動可使色彩範圍中受
影響的部分更鮮豔，而向下
y
移動則使受影響的色彩更素淡
u
（更灰白）。
t 輸出滑桿：增加或減少影像中所有色彩的飽和度。
y 範圍滑桿：調整穿過所選點的曲線的範圍，從而增加或減少受更改影響
的色彩的範圍。
u 排除灰色：增加色飽和度可能使中灰色看起來過於飽和。選擇該選項可
在不影響灰色的情況下增加色飽和度。

Capture NX-D 參考說明書

n 色調
將原始（輸入）影像中的所選色彩映射
至最終（輸出）影像的特定色彩範圍。
一種可將淡藍色天空色彩加深的應用程
qwe
式。
r
q 新增錨點：按一下該按鍵，然後按一
下預覽面板中的影像可在曲線上新增
一個點，該點對應游標所指處像素的
色調。
t
w 重設目前頻道：將色調曲線重設為直
線。
y
e 重設所有頻道：將整體明度、色彩明
度、色飽和度和色調曲線重設為直
線。
r 刻度：按一下可將垂直刻度從 60°
更改為 120° 至 180° 並可改回（該
情況下，度數指的是 360° 色彩轉 u
輪）。增加刻度可增加螢幕中可視的
色調範圍，減少刻度則可增加精確度。
t 色調曲線：在曲線上選擇一個與所需輸入色彩相對應的點，並將其向上
或向下拖曳直至其與所需輸出色彩相交。
y 輸出滑桿：更改影像中所有色彩的色調。
u 範圍滑桿：調整穿過所選點的曲線的範圍，從而增加或減少受更改影響
的色彩的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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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直/透視控制

n 包括無影像資料的區域
選擇此選項可用黑色填充空白角落。

拉直照片或校正透視效果。

n 拉直
在最多 ±10°的範圍內拉直照片。選擇較
低值可將照片向左旋轉，選擇較高值則向右
旋轉。若要隱藏拉直效果，請取消核選 拉直
核取方塊。
若要手動拉直照片，請按一下影像調整面板
中的拉直並按照與預覽中的某條直線平行
的方向拖曳游標（該選項無法用於縮圖；
第 11 頁）。影像將在最多 ±10° 的範圍內
旋轉使參考線水平或垂直，旋轉度數將顯示
在影像調整視窗的文字方塊中。除非選擇了
包括無影像資料的區域，否則影像將被自動
裁剪以刪除所有空白的角落。

拉直

按與參考線平行的方向拖曳游標

影像被旋轉以使參考線水平，空白角落被
填充為黑色

n 透視控制
校正照片（例如，相機向上仰拍的高樓照片）的透視效果。透視可在最多
±20 的範圍內垂直和水平進行調整。

垂直：20

水平：20

n 顯示格線

按與參考線平行的方向拖曳游標

Capture NX-D 參考說明書

影像被旋轉以使參考線水平並被裁剪掉空
白角落

選擇此選項可顯示格線。格線色彩和間
距可在偏好設定對話窗的“顯示”標籤
（第 53 頁）中進行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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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半徑：半徑越大，經銳化影像的邊緣越寬。
u 臨界值：套用銳化的限度。若臨界值為 0，銳化將套用至影像中的所有

遮色片銳利化
透過使邊緣更清晰來增加銳利度。邊緣的對
比度會增加，而其他區域保持不變。
q 移除：從遮色片銳利化列表中刪除目
前所選遮色片。
w 向上移動/向下移動：在遮色片銳利化 q
列表中向上或向下移動目前所選遮色
片。
e 遮色片銳利化列表：遮色片銳利化列
表，透過色彩通道、濃度、光暈寬度 e
以及臨界值進行識別（例如，“紅
色、50%、10%、0”）。遮色片按排
r
列順序進行套用；若要改變順序，請
使用向上移動/向下移動按鍵。
t
r 色彩：選擇套用遮色片銳利化的色彩
通道。
y
t 濃度：邊緣對比度將增加的量。

像素。提高臨界值將增加在套用遮色片之前像素之間必須存在的對比度
量，從而只影響對比度更清晰的邊緣。

w

u

Capture NX-D 參考說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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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階與曲線
調整對比度、色調（亮度）以及色彩平衡。
可對整個影像或對色調範圍的特定部分（例
如，某一特定印表機、螢幕或其他輸出裝置的色域）進行調整，從而在不
遺失細節的情況下實現增強效果。
q 移通道：目前色彩通道。
w 自動對比：透過設定黑白點排除影像
中一定比例的最亮像素和最暗像素來 q
增加對比度，建立一條使輸出色調範
圍得到充分利用同時不遺失暗部和高 o
wertyui
光細節的曲線。
e 設定黑點：按一下該按鍵，然後按一
下預覽面板中的影像可將紅色、綠色
和藍色通道的黑點設為游標所指處像
素的值。
!0
r 設定中間調點：按一下該按鍵，然後
按一下預覽面板中的影像可將紅色、 !1
綠色和藍色通道的 Gamma 值調整為 !2
!3
等同於游標所指處像素的 RGB 值。
t 設定白點：按一下該按鍵，然後按一
下預覽面板中的影像可將紅色、綠色 !4
和藍色通道的白點設為游標所指處像 !5
素的值。
y 新增錨點：按一下該按鍵，然後按一下預覽區域中的影像可在曲線上新
增一個點，該點對應游標所指處像素的值。
u 重設目前頻道：將目前通道的曲線重設為直線。
i 重設所有頻道：將所有曲線重設為直線。
o 白點輸出色階滑桿：選擇最大輸出色階（白點）。向下拖曳滑桿可降低
最亮像素的亮度。
!0 色階分佈圖：色階分佈圖顯示影像中像素的亮度分佈情況。橫軸對應亮
度（範圍：0–255），縱軸對應像素量。
Capture NX-D 參考說明書

!1 色調曲線：曲線的傾斜度和形狀決定色調範圍中相應部分影像的亮度。
!2 黑點輸出色階滑桿：選擇最小輸出色階（黑點）。向上拖曳滑桿可提高
最暗像素的亮度。
!3 黑點輸入滑桿：黑點左邊色調範圍部分的所有像素以最小輸出色階輸
出。向右拖曳滑桿將使曲線陡峭，對比度增加，但這可能導致暗部細節
遺失。
!4 中間調 (色調範圍調整)：向左拖曳滑桿可增加中間色調的亮度，向右拖曳
則使中間色調更暗。
!5 白點輸入滑桿：白點右邊色調範圍部分的所有像素以最大輸出色階輸
出。向左拖曳滑桿將使曲線陡峭，對比度增加，但這可能導致高光細節
遺失。

A 在目前通道取樣
在預設設定下，黑點、白點、新增錨點以及自動對比度控制可為所有通道分別設定相應的
點和對比度。若要將這些控制僅套用至目前通道，請按下 Ctrl（在 Mac 電腦中則按下
option 鍵）並同時按一下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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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除灰塵和刮痕
使用修整筆刷工具可去除灰塵和刮痕。

按一下工具列中的

1

2

按住滑鼠按鍵，在瑕疵上拖曳筆刷。受影響區域以半透明紅線標識；請
繼續操作直至瑕疵完全被覆蓋。

3

鬆開滑鼠按鍵將工具套用至受影響區域。

按鍵可顯示修整筆刷面板。

選擇筆刷的尺寸。

A 修整面板

A 筆刷尺寸

按鍵可顯示修整面板。選擇
按一下工具列中的
或取消選擇 自動修整筆刷 可顯示或隱藏修整筆刷的
效果，按一下 刪除 則可撤銷筆刷的效果。

筆刷尺寸若大於您試圖修正的瑕疵，將可能影響影像中相鄰的區域。

A 自動修整筆刷
修整筆刷可自動從影像的周邊區域複製數據並粘貼至瑕疵上。若瑕疵分佈廣泛，工具被拖
曳較長距離，或者受影響區域面積較大，修整筆刷可能無法產生預期效果。完成處理所需
時間根據影像的不同而異。
Capture NX-D 參考說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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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所選色彩（彩色控制點）
使用工具列中的
工具可選擇性增亮、調暗或修改色彩。Capture NX-D 根
據控制點的放置自動選擇受影響區域。

使用彩色控制點
按照以下步驟可新增和調整彩色控制點。

1

按一下
按鍵進入彩色控制點模式（若要退出彩色控制點模式，請再
次按一下該按鍵）。

2

按一下影像新增一個彩色控制點，並
將該控制點拖曳至您想修改的區域。

3

向左或向右拖曳大小滑桿的手柄調整
控制點的大小：滑桿越長，受影響的
區域越大。套用效果的區域以虛線顯
示，且效果隨著與控制點距離的增加
而減弱。

彩色控制點
當您放置一個彩色控制點時，Capture NX-D 會自動
偵測所選點的色彩，並選擇周邊區域中所有類似色
彩。效果由滑桿控制：大小滑桿控制所選區域的範
圍，（預設設定下）三個調整滑桿調整所選區域的
亮度、對比度和飽和度。可以透過向左或向右拖曳
手柄 （●）或將滑鼠遊標放在手柄上並旋轉滾輪來
調整滑桿。您可從修整面板 彩色控制點 工具的色彩
模型選單中選擇顯示的調整滑桿（第 39 頁）。

控制點
大小滑桿

調整滑桿

A 色彩模型
您可按一下滑桿底部或頂部的三角形在目前色
彩模型（BCS、RGB 或 HSB）和 全部 之間進行
切換。

Capture NX-D 參考說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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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向左或向右拖曳調整滑桿的手柄以調
整所選色彩。插圖顯示的是亮度滑桿
正用於調整天空的亮度：效果僅套用
至天空的藍色，而建築物的色彩不受
影響，且效果隨著與控制點距離的增
加而減弱。

A 使用修整面板中的彩色控制點工具可微調大小和調整滑桿。

5

重複步驟 2 至 4 根據需要新增彩色控制點。

彩色控制點工具
使用修整面板中的彩色控制點工具可微調彩色控制點。
q ：該按鍵的功能和工具列中 按鍵
的功能相同。
w 彩色控制點：選擇一個控制點，使用 w
核取方塊可將其顯示或隱藏，使用
按鍵可將其刪除。若要選擇多個控制
點，請在按住 Ctrl（在 Mac 電腦上則
按住
/command）鍵的同時，依次
e
按一下每個控制點。

q

r
t
y
u

i

o

A 新增控制點
實際最多可新增至單張影像的控制點數量約為 100。

A 變焦
彩色控制點模式有效時，您無法透過按兩下預覽影像進行放大。請使用導航面板（第 6 頁）
或 顯示 選單中的變焦指令。
Capture NX-D 參考說明書

A 取消選擇控制點
若要取消選擇目前彩色控制點，請在按住 Ctrl（在 Mac 電腦上則按住
同時按一下該控制點，或者在 編輯選單中選擇 取消選擇。

/command）鍵的

38

簡介

顯示照片

篩選

影像調整

其他功能

選單指南
調整所選色彩（彩色控制點）

e 顯示受影響區域：查看受彩色控制點
影響的區域。效果最顯著的區域顯示
為白色，不受影響的區域顯示為黑
色。

r 部分的無效化：停用所選控制點的調整滑桿，防止對其他控制點的更改
影響所選區域的色彩。受保護區域的大小可使用大小滑桿進行調整。
t 色彩選擇器：使用色彩選擇器可選擇所選控制點的目標色彩。受控制點
影響的物體將轉換為所選色彩。

y 色彩模型：選擇與所選控制點一起顯示的調整滑桿的類型。
• BCS：顯示亮度、對比度和飽和度的滑桿。
• RGB：顯示紅色、綠色和藍色的滑桿。
• HSB：顯示色相、飽和度和亮度的滑桿。
• 全部：顯示色相、飽和度、亮度、對比度、紅色、綠色、藍色和暖色的
滑桿。
u 大小：調整所選控制點的大小。
i 調整滑桿：使用這些滑桿可調整受所選控制點影響區域的色彩。顯示的
滑桿根據所選色彩模型的不同而異。
o 重設：將所選滑桿的值重設為作出任何更改之前有效的值。

A 複製彩色控制點
使用複製和粘貼可建立多個相同大小和效果類
型的控制點。若要複製一個彩色控制點，請在
預覽顯示或修整面板中將其選定，然後使用
編輯選單中的 拷貝 和 貼上 指令。

Capture NX-D 參考說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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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製調整
影像調整可複製並套用至其他照片，從而加快在類似環境下所拍照片的增
強處理。

3

為新設定輸入一個名稱並按一下 好。本
例中，我們將該設定命名為 +1.5。

新增調整至工具列表
目前設定可新增至工具列表的選單中。

1

從工具列表中選擇一個工具並在調整面
板中調整設定。這裡我們已將曝光補償
（第 22 頁）設為 +1.50。

2

從工具列表的下拉選單中選擇 登記手動
設定。

新設定已新增至下拉選單並可套用至其
他照片。您可使用相同步驟將設定新增
至修整面板中的下拉選單。

A 從下拉選單中選擇 管理登記 將顯示一個對話
窗，您可在其中重新命名或刪除先前儲存的
設定。

Capture NX-D 參考說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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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管理器
調整管理器可用於同時套用多個調整。
• 複製編輯內容：僅複製修改過的調整。
• 複製所有影像設定：複製所有調整。
• 貼上調整：將使用 複製編輯內容 或 複製所
有影像設定 所複製的調整套用至目前所選
的一張或多張影像。
• 匯出編輯內容：建立僅包含修改過調整的
檔案。
• 匯出所有影像設定：儲存所有調整。
• 匯入調整：選擇一個使用 匯出編輯內容 或
匯出所有影像設定 所儲存的調整檔案，並
將其套用至目前所選的一張或多張影像。
• 登記編輯內容：修改過的調整將被儲存並
新增為調整管理器下拉選單中的一個選
項。
• 登記所有影像設定：所有目前調整都被儲
存並新增為調整管理器下拉選單中的一個
選項。
• 管理登記：重新排序、重新命名或刪除先
前新增至調整管理器下拉選單中的調整。

n 複製調整至其他照片
您可按照以下步驟將調整複製並套用至其他影像。

1

在編輯面板中調整設定。這裡我們已將曝光補償（第 22 頁）設為 –1⁄2 EV
並已選擇 鮮豔 Picture Control（第 24 頁）。

2

按一下調整管理器 圖示並從調整面板
的選項中選擇 複製編輯內容 或 複製所
有影像設定。這裡我們已選擇 複製所有
影像設定。

3

選擇影像。本例中，所選影像已使用曝光補償（第
（第 23 頁）工具進行過調整。

22

頁）和白平衡

A 複製、保存和新增調整
將圖片轉換為 JPEG 或 TIFF 格式便會防止任何先前的調整被複製、保存或新增至下拉選單
中。
Capture NX-D 參考說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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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按一下調整管理器 圖示並從調整面板
的選項中選擇 貼上調整。

在步驟 2 中複製的調整將套用至步驟 3 中所選的影像。由於我們在步驟
2 中選擇了 複製所有影像設定，因此曝光補償將更改為 -1⁄2 EV 而白平衡
將恢復為 拍攝時設定。

n 複製調整至其他電腦

使用 匯出編輯內容 和 匯出所有影像設定 選項
將影像調整儲存至一個可複製到其他電腦的檔
案。然後您即可使用 匯入調整 將調整套用至其
他電腦中的所選照片。

n 將調整新增至調整管理器

使用 登記編輯內容 和 登記所有影像設定 選項可將調整新增至調整管理器下
拉選單。

A 如果我們在步驟 2 中選擇 複製編輯內容，所選影像的曝光補償和 Picture Control 將
設為步驟 1 中所選的值，而白平衡將仍保留為步驟 3 中所選的值。

A 從 RAW 影像複製調整至 JPEG 或 TIFF 影像
從 RAW（NEF/NRW）影像複製調整至 JPEG 或 TIFF 影像時，曝光補償、Picture Control 以及其
他僅可用於 RAW 影像的設定將不會被套用。
Capture NX-D 參考說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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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剪照片
若要從影像中裁剪掉不想要的區域，請按一下工具列中的

1

按鍵。

在裁剪面板中選擇一個長寬比（若要選擇無固定長寬比的自由裁剪框，
請選擇 自由裁剪）。

螢幕中將顯示裁剪面板。您可按照以下步驟裁剪影像。

q
e

w

r
t

y

u

q 長寬比

裁剪框的長寬比。選擇 自由裁剪 可選擇無固定長寬比的裁剪框。

w 自定長寬比

若要獲取未列於長寬比選單中的自定長寬比，可選擇 用戶設定 並輸入所
需長寬比。

e 旋轉裁剪框

將裁剪框旋轉 90°。

r 顯示格線

在裁剪區域內顯示一個均勻分佈的 3 × 3 網格。

t 重設裁剪框

重設目前裁剪。

y 取消

取消目前裁剪。

u 套用

套用目前裁剪。

Capture NX-D 參考說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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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剪照片

3

拖曳裁剪框的四個角以調整裁剪框的大小而不更改畫面比例。

裁剪不會套用至原始影像數據，並且隨時按一下工具列中的
也適用於使用 ViewNX 2 或 ViewNX-i 裁剪影像的情況。

A 若要重設裁剪，請按一下 重設裁剪框。

4

A 裁剪
按鍵都可調整裁剪。這一條

當影像轉換為 JPEG 或 TIFF 格式（第 45 頁）時將套用裁剪。當使用 Capture NX-D 開啟在
Capture NX 2 中裁剪的 NEF/NRW（RAW）影像時，將顯示裁剪後的影像；若要選擇一個超出
其邊界的裁剪，請按一下 還原按鍵（第 21 頁） 以恢復原始影像，然後再選擇所需裁剪。

在裁剪區域內按兩下，或按一下工具列中的 套用 按鍵裁剪影像。

Capture NX-D 參考說明書

44

簡介

顯示照片

篩選

影像調整

其他功能

選單指南

檔案格式
若要以 JPEG 或 TIFF 格式儲存 RAW（NEF/NRW）影像，請按一下工具列中的
按鍵。

螢幕中將顯示一個對話窗，您可在其中選擇檔案格式並調整壓縮和影像大
小等設定。按一下 開始 可複製所選檔案夾中的單個或多個檔案。

q
w

e

r

t

e 使用 LZW 壓縮（僅限於 TIFF）：使用“無損”LZW 壓縮壓縮 TIFF 檔案。
D 套用至 16-bit 影像時，LZW 壓縮有時可能會增加檔案大小。

r 指定：選擇該選項可設定輸出解像度。
t 置入 ICC 設定檔：選擇該選項可將目前色彩配置檔案嵌入影像。
y 指定大小：選擇該選項可調整以新格式儲存的照片的大小。新的大小可
以像素、釐米或英寸為單位輸入。當您為 長邊 或 短邊 中的任意一個輸
入一個值時，另一邊的值都將自動調整以維持原始畫面比例。
u 使用來源檔案夾：在與原始檔案相同的檔案夾中儲存版本。
i 不要重新命名檔案：以與原始檔案相同的檔案名儲存版本。若所選檔案
夾中已存在與原始檔案同名的檔案，檔案名中將按升冪自動新增一個兩
位數編號。
o 目的地檔案夾：若未選擇 使用來源檔案夾，請按一下 瀏覽… 選擇一個目
的地檔案夾。
!0 檔名：若未選擇 不要重新命名檔案，請按一下 編輯… 使用所選首碼、尾
碼和序列編號為版本命名。

y
u

i

o

!0
q 格式：可從 JPEG、TIFF（8位元） 和 TIFF（16位元） 中進行選擇。
w 品質（僅限於 JPEG）：使用滑桿或下拉選單在 0 至 100 之間選擇一個
值。值越高，壓縮率越低，且影像品質越高；值越低，則壓縮率越高，
且檔案大小越小。

Capture NX-D 參考說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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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次處理
檔案 > 批次 選項可用於對所選檔案夾中的所有影像統一執行相同的影像調
整並將經處理的影像以所選檔案格式輸出。批次的選項如下所示。

D 套用至 16-bit 影像時，LZW 壓縮有時可能會增加檔案大小。

y 指定：選擇該選項可設定輸出解像度。
u 置入 ICC 設定檔：選擇該選項可將目前色彩配置檔案嵌入每張影像。
i 指定大小：選擇該選項可調整以新格式儲存的照片的大小。新的大小可

q
w
e
r
y

t 使用 LZW 壓縮（僅限於 TIFF）：使用“無損”LZW 壓縮壓縮 TIFF 檔案。

t

以像素、釐米或英寸為單位輸入。當您為 長邊 或 短邊 中的任意一個輸
入一個值時，另一邊的值都將自動調整以維持原始畫面比例。
o 目的地：選擇 使用來源檔案夾 可將經處理的檔案儲存至目前檔案夾。若
要選擇其他檔案夾，請取消核選該選項並按一下 瀏覽。若要以與原始檔
案相同的名稱儲存經處理的檔案，請選擇 不要重新命名檔案（若目前檔
案夾中已存在相同名稱和副檔名的檔案，經處理的檔案將透過在檔案名
稱後新增一個數字重新命名）；若要選擇不同的名稱，請取消核選該選
項並按一下 編輯。

u

i
o

q 來源檔案夾：按一下 瀏覽 可選擇一個來源檔案夾。若要將所選檔案夾下
子檔案夾中的所有影像也包括在內，請選擇 包括子檔案夾。
w 套用調整：選擇 套用目前的調整 可使用目前影像的調整處理影像。若要
從調整管理器中套用先前儲存的調整，請選擇 從檔案匯入 並按一下 瀏覽
選擇一個調整檔案。若要將所選檔案夾中的影像以另一種格式輸出但不更
改目前為每張影像所選的設定，請選擇 保留每個檔案的原始壓縮設定。
e 格式：選擇經處理的檔案將儲存的格式。請從 JPEG、TIFF（8 位元）和
TIFF（16 位元）中進行選擇。
r 品質（僅限於 JPEG）：使用滑桿或下拉選單選擇一個值。值越高，壓縮
率越低，且影像品質越高；值越低，則壓縮率越高，且檔案大小越小。
Capture NX-D 參考說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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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次處理

按一下 開始 將開始處理並顯示一個進度對話窗。進度可在 等候 和 已處理
標籤中進行查看。

q

w

e

等候

q

w

D Color Efex Pro
若來源中包含使用 Capture NX 2 或 Capture NX 的 Color Efex Pro 外掛程式修改過的檔案，螢幕
中將顯示一條資訊且影像將不會被處理。

A 檔案轉換
當使用工具列中的 按鍵以其他格式（第 45 頁）輸
出檔案時，若選擇了多個檔案，則檔案將作為一個
批次進行輸出。請按照 第 46 頁 中對項目 e 至 o
的說明調整設定。

r e

已處理

q 來源：正在等候處理或已被處理的檔案列表。
w 自動開啟 / 關閉：取消核選該選項將關閉進度對話窗。進度對話窗可透過
按一下工具列中的

按鍵開啟。

e 移除：按一下該選項將從等候列表中移除在 等候 標籤中所選的檔案，或
者刪除在 已處理 標籤中所選的檔案記錄。
r 顯示檔案夾：開啟作業系統檔案瀏覽器中的儲存目的地檔案夾。

Capture NX-D 參考說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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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照片
若要在連接至電腦的印表機上列印照片，請選擇照片並在 檔案 選單中選擇
列印。螢幕中將顯示“列印”對話窗。

“列印”對話窗
列印類型

• 整頁：每頁列印一張照片。
• 索引列印：每頁列印多張照片（第 50 頁）。
• 標準相片大小：以標準相片大小列印照片。Capture NX-D 將自動選擇每頁
要列印的照片數量。

印表機設定

型號

按一下 設定 可選擇印表機型號和紙張大小以及調整其他印表機設定。

類型

在噴墨印表機上列印時請選擇 噴墨印表機。

優先

列印 NEF/NRW（RAW）照片時，選擇 快速 可使用嵌入在影像中的預覽數
據進行快速列印，選擇 高品質 則使用原始影像數據進行高品質輸出。

份數

選擇每頁的列印份數。

配合頁面
旋轉照片以盡可能最大的大小進行列印。
旋轉影像
配合頁面
照片將被放大以填充列印區域。超出列印區域的部分將被裁剪掉。
裁剪相片
背景顏色 選擇背景色彩。選擇 白色 可進行無背景列印。
版面配置

請按照下頁中的說明調整設定並按一下 列印 列印預覽顯示中的照片。

框線寬度

選擇影像四周邊框的列印寬度（邊框的色彩根據背景色彩的不同而異）。
選擇 0 可進行無邊框列印。

重複次數 選擇每張相片的列印份數。
列印
在每張照片下方列印檔案名稱、拍攝日期或相片資訊（第 49 頁）。
相片資訊
使用縮圖
使用縮圖數據進行列印。影像列印速度較快，但是品質較低。即使選擇了
快取（草
該選項，某些影像也將使用原始檔案數據進行列印。
稿模式）
指定色彩 按一下 設定…可選擇列印時使用的色彩配置檔案（設定檔）並從 感應式
設定檔 和 相對 中選擇一種 方式（第 52 頁）。

A 有關列印的注意事項
若要列印 JPEG 檔案，請按一下 輸出至檔案。
下一次顯示列印對話窗時，會啟用最近使用過的設定。
Capture NX-D 參考說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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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影像資訊
先進列印相片資訊設定
拍攝日期/影像註釋

若要選擇列印在每張照片下方的資訊，請在“列印”對話窗（第 48 頁）中
選擇 列印相片資訊，然後按一下 設定，調整下頁中所述的設定。

拍攝日期 在 位置 選項中所選的位置列印拍攝日期。
時間

同時列印拍攝時間及日期。

文字

列印在文字方塊中輸入的註釋。

字體設定
中繼資料

選擇用於列印日期 / 時戳的字體、字體樣式、字體大小及顏色。您可在“範
例”區域內預覽效果。
選擇要為每張相片列印的檔案及相片資訊。字體、字體樣式、字體大小可
在“字體設定”區域中進行選擇並可在“範例”區域中進行預覽。

頁首和頁尾

頁首

為將列印在每個頁面頂部的頁首輸入文字並選擇對齊方式。

頁碼

選擇是否列印頁碼和總頁數以及選擇放置位置和對齊方式。頁碼可放置在
頁面的 頂端（頁首中）或 底端（頁尾中）。

頁尾

為將列印在每個頁面底部的頁尾輸入文字並選擇對齊方式。

字體設定

選擇頁首、頁尾和頁碼的字體、字體樣式、字體大小。您可在“範例”區
域內預覽效果。

D 列印相片資訊
列印相片資訊在“列印”對話窗中選擇了 配合頁面旋轉影像 時不會旋轉。超出列印區域的
中繼資料將被刪除。
Capture NX-D 參考說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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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引列印
若要每頁列印多張影像，請在“列印”對話窗（第 48 頁）的“列印類型”
中選擇 索引列印。“版面配置”區域中的選項將會改變；請選擇每頁列印
的照片數量。

n 指定影像大小

照片將以在“寬度”和“高度”中輸入的大小進行
列印（最小大小為 20.0 mm × 20.0 mm；最大大小與
頁面大小相同）。每頁的照片數量將根據所選大小
自動調整。

照片以 50 mm × 50 mm 的大小列印
n 欄與列

選擇每頁列印的欄數和列數（最小值為 1，最大值
為 10）。照片大小將根據所選項目自動調整。

配置
選擇一種配置。
3×3 式配置

n 使用預先定義的格式

n 每頁相片數
選擇每頁列印的影像數量。影像大小將根據所選
數量自動調整。

請從列表框中選擇每頁的照片數量。照片大小將
根據所選項目自動調整。

2×4 式配置

8 × 8 式配置

頁面邊界
選擇頁面邊界的寬度。
Capture NX-D 參考說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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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啟在 Capture NX/Capture NX 2 中建立的 NEF 影像
n 不支援的影像

使用 Capture NX 或 Capture NX 2 建立的影像
可在 Capture NX-D 中開啟並保持影像調整
設定完好無損，使設定可根據需要進一步進
行調整。然而，Capture NX“增強步驟”或
Capture NX 2“步驟”部分中的設定雖然在
必要時可以隱藏以獲取預期效果，但是無法
單獨進行調整。若要隱藏使用 Capture NX 或
Capture NX 2 所作的更改，請按一下編輯面
板（第 7 頁）中的
按鍵以顯示 版本 工具
並取消選擇 開啟調整步驟。

您可在 Capture NX-D 中透過先使用編輯面板
（第 7 頁）中的還原按鍵重設所有更改，對
使用 Capture NX 或 Capture NX 2 的 Color Efex
Pro 外掛程式修改過的影像進行微調。使用
Color Efex Pro 修改過的照片在縮圖列表中以
圖示標識。

還原按鍵

版本

以下影像已使用 Capture NX 2 的“影像設定”區域中的 Picture Control 工具
和“調整”區域中的 高斯模糊 工具進行修改。取消選擇 Capture NX-D 中的
開啟調整步驟 將僅隱藏“高斯模糊”工具的效果。
A RAW（NEF/NRW）影像
在 Capture NX-D 中對 RAW（NEF/NRW）影像所作的更改（包括使用還原按鍵所作的更改）
不會反映在 Capture NX 或 Capture NX 2 中。無論使用 Capture NX-D 對影像作了何種更
改，RAW（NEF/NRW）影像在 Capture NX 或 Capture NX 2 中開啟時都將恢復為它們在這些
應用程式中最後一次儲存的狀態。

開啟調整步驟:

Capture NX-D 參考說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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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NEF 轉換
在 Capture NX 或 Capture NX 2 中已轉換為 NEF 的 JPEG 或 TIFF 影像在 Capture NX-D 中均視為
JPEG 或 TIFF 影像，且無法使用僅適用於 RAW（NEF/NRW）影像的曝光補償（第 22 頁）和白
平衡（第 23 頁）等選項進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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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好設定
若要修改 Capture NX-D 的預設功能，請在 編輯 選單（在 Mac 電腦上則為
Capture NX-D 選單）中選擇 偏好設定…。

色彩管理

一般

q

w
e

w

q

r

q 預設 RGB 色彩空間：選擇影像顯示的預設 RGB 色彩空間。
w 使用列印設定檔：選擇該選項可從 設定檔 選單中選擇一個用於列印的色
彩配置檔案。選擇 方式（感應式 或 相對）。

q 清除快取：清除快取。
w 最大的快取大小：選擇快取的大小。
e 指定快取檔案夾：選擇該選項可使用 瀏覽… 按鍵選擇一個快取檔案夾。
使用 現有的快取處理 選單可選擇如何處理現有快取。
r 還原預設值：將“一般”標籤中的所有項目重設為預設值。

A 方式
感應式 可維持色彩之間的關係，從而產生人眼看起來比較自然的效果。但是，色彩可能不
忠於原始影像數據。相對 將所選配置檔案中沒有的色彩映射成最接近的可用色彩。印表機
色域中的所有色彩將被精確重現。
Capture NX-D 參考說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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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好設定

顯示

色階及取樣
q

q

w
w
e
t
e
q 自動對比剪裁：色階和曲線自動對比度選項（第 35 頁）可透過設定黑白
點來排除影像中一定比例的最亮像素和最暗像素，從而增加對比度。您
可選擇透過新的 黑色 和 白色 點所排除的像素的百分比。
w 滴管取樣大小：選擇使用灰點（第 23 頁）及色階和曲線（第 35 頁）取
樣控制所取樣區域的大小。請從 取樣點（單一像素）、平均 3 × 3（3 像
素正方形的平均數）和 平均 5 × 5（5 像素正方形的平均數）中進行選
擇。
e 還原預設值：將“色階及取樣”標籤中的所有項目重設為預設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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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r
y

q 文字及圖示大小：選擇用戶介面中文字和圖示的大小。
w 色彩：選擇參考格線的色彩。
e 格線間距：選擇格線間距。
r 細分格線：選擇每個方框的細分格線數。
t 查看影像：若選擇了 較快，Capture NX-D 將在進行修改的同時生成預
覽數據以便快速更新預覽。但是某些更改不會反映在縮略圖和導航顯示
中，並且在裁切照片時顯示品質可能會下降。
y 縮圖最大寬度：選擇縮圖最大寬度（以像素表示，第 11 頁）。
u 還原預設值：將“顯示”標籤中的所有項目重設為預設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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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顯示照片

篩選

影像調整

其他功能

選單指南
偏好設定

RAW 處理

「開啟方式」應用程式
q

q

w
e
r
w

q 色彩重現使用的色彩空間：選擇用於調整 RAW（NEF/NRW）影像的色彩

q 「開啟方式」應用程式：編輯可透過 檔案 選單（第 56 頁）中的 開啟方

空間。
w NEF (RAW) 影像的大小「中」或「小」：編輯小和中兩種尺寸的 RAW（NEF/
NRW）影像時，選擇該選項可獲得最佳處理效果。
e D1X RAW 預設：為使用 D1x 所拍的 RAW（NEF）相片選擇預設顯示大
小。可從 6MP（3008 × 1960）和 10MP（4016 × 2616）中進行選擇。
r 色彩處理：選擇一個色彩處理（第 24 頁）。

式 選項進行存取的應用程式列表，並選擇影像在其他應用程式中開啟時
使用的格式（TIFF（16-bit）、TIFF（8-bit）或 JPEG）。
w 已轉換檔案的儲存位置：在其他應用程式中開啟之前，影像將轉換成使
用「開啟方式」應用程式 所選的格式。使用該選項可選擇已轉換檔案的
儲存位置。

Capture NX-D 參考說明書

54

簡介

顯示照片

篩選

影像調整

其他功能

選單指南
偏好設定

對話視窗
q

q 對話視窗：按一下 重設 可重設所有對話窗的「不要再顯示此對話方塊」
核選方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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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顯示照片

篩選

影像調整

其他功能

選單指南

選單指南
Capture NX-D 選單（僅限於 Mac）
• 關於 Capture NX-D：檢查 Capture NX-D 的更
新。
• 偏好設定：開啟 Capture NX-D 偏好設定對話
窗（第 52 頁）。
• 結束 Capture NX-D：退出 Capture NX-D。

• 在檔案總管開啟（Windows）/在 Finder 開啟（Mac）：開啟作業系統檔案
瀏覽器中的目前檔案夾。
• 啟動 Picture Control Utility 2：啟動 Picture Control Utility 2。
• 重新命名：重新命名目前影像。
• 檔案轉換：將目前所選的一張或多張影像轉換為 JPEG 或 TIFF 格式（第 45頁）。
• 批次：執行批次處理（第 46 頁）。
• 印表機設定：調整印表機設定。
• 列印：列印影像（第 48 頁）。
• 結束（僅限於 Windows）：退出 Capture NX-D。

編輯選單
檔案選單
• 新檔案夾：在目前檔案夾中建立一個新
的子檔案夾。
• 重新命名檔案夾：重新命名目前檔案
夾。
• 使用 Transfer 匯入影像：啟動 Nikon
Transfer 2。
• 啟動 Camera Control Pro 2：啟動
Camera Control Pro 2。
• 同步編輯內容：選擇該選項可將目前設
定套用至隨後新增至目前檔案夾的任何
影像。
• 使用 ViewNX-i 開啟：在 ViewNX-i 中查看
目前所選的單張或多張影像。影像將以
目前狀態顯示，包括使用 Capture NX-D 所
作的任何更改；NEF/NRW（RAW）影像
將直接顯示而不會轉換為 TIFF 格式。該
選項僅當安裝了 ViewNX-i 時才可用。
• 開啟方式：在其他應用程式中開啟目前影像。使用 「開啟方式」應用程式
選項將應用程式新增至選單（第 54 頁）。
Capture NX-D 參考說明書

•
•
•
•
•
•

還原：還原最近的操作。
重作：執行 還原 之後重做一個操作。
剪下/拷貝/貼上：剪下、複製或貼上目前選擇。
刪除：刪除目前選擇。
全選：選擇目前檔案夾中的所有影像。
反向選擇：選擇目前檔案夾中目前未被選擇的所
有影像並取消選擇目前已被選擇的所有影像。
• 取消選擇：取消對所有影像的選擇。
• 選擇檔案：選擇目前檔案夾中符合在 選擇檔案 副
選單中所選標準的所有檔案。
• 偏好設定（僅限於 Windows）：開啟 Capture NX-D
偏好設定對話窗（第 5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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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顯示照片

篩選

影像調整

其他功能

選單指南
選單指南

顯示方式選單

影像選單

• 瀏覽檔案夾：巡覽檔案夾層級。
• 縮圖/影像檢視器/預覽/全屏顯示：選擇影像的
顯示方式（第 11 頁）。
• 調整前/調整後/兩個影像/四個影像：比較影像
（第 14 頁）。四個影像 選項僅在執行 64-bit 作
業系統且具備至少 4 GB 記憶體的電腦上可用。
• 縮圖大小：選擇縮圖大小（第 11 頁）。
• 排序順序：為縮圖排序。
• 篩選：根據多種標準篩選影像，包括評分、標
籤和相機設定（第 19 頁）。
• 放大/縮小/調整至螢幕大小/25%/50%/100%/
200%/400%：放大或縮小預覽。

• 下一個/上一個：顯示目前檔案夾中的下一張
或上一張影像。
• 順時針旋轉 90 度/逆時針旋轉 90 度/旋轉 180
度：將目前影像旋轉 90° 或者 180°。

• 顯示格線：在預覽影像上顯示網格。

• 顯示對焦點：在預覽顯示中顯示對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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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示照片

篩選

影像調整

其他功能

選單指南
選單指南

• 遺失高光細節：顯示影像中亮度值最高的區
域，該區域可能曝光過度（“泛白”）導致
細節遺失。RGB、紅色、綠色及藍色通道中的
高光細節遺失分別使用不同的色彩表示。

• 遺失暗部細節：顯示影像中亮度值最低的
區域，該區域可能曝光不足導致細節遺
失。RGB、紅色、綠色及藍色通道中的暗部細
節遺失分別使用不同的色彩表示。

• 標籤/評分/保護檔案：為所選影像新增標籤（第 17 頁）、評分（第 16 頁）
或保護（第 18 頁）。

調整選單
• 還原成拍攝時的狀態：重設所有影像調
整並將照片恢復至原始狀態。
• 還原成檔案更新時的狀態：初始化設定
檔案（第 4 頁），從而取消在 Capture
NX-D 中所作的所有更改。
• 複製編輯內容：僅複製修改過的調整。
• 複製所有影像設定：複製所有調整。
• 貼上調整：將使用 複製編輯內容 或 複
製所有影像設定 所複製的調整套用至目
前影像。
• 匯出編輯內容：建立僅包含修改過調整的檔案。
• 匯出所有影像設定：將所有調整儲存為一個檔案。
• 匯入調整：從使用 匯出編輯內容 或 匯出所有影像設定 所建立的檔案載入
調整並將調整套用至目前影像。

A 複製並儲存調整
將圖片轉換為 JPEG 或 TIFF 格式便會防止任何先前的調整被複製或儲存。

A 將“還原成拍攝時的狀態”用於在其他應用程式中修改過的影像
對於在 Capture NX 2 或 ViewNX 2 中修改過的 JPEG 和 TIFF 影像，使用 還原成拍攝時的狀態 可
將影像恢復至上次儲存時的狀態。
Capture NX-D 參考說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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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示照片

篩選

影像調整

其他功能

選單指南
選單指南

工具選單

視窗選單

• 檢視全部：縮小預覽使其完全適合影像區域。對應影
像區域大小的變化調節變焦，以使預覽完全適合影像
區域。
• 組合：按兩下螢幕可切換預覽顯示（縮小預覽使其完
全適合影像區域或者放大預覽使其以 100% 顯示）。
可以透過拖曳游標來滾動顯示預覽。
• 縮放：按一下可放大顯示。按住 Alt 鍵（在 Mac 電腦
上則按住 option 鍵）的同時按一下則可縮小。使用拖
曳可放大所選區域。
• 手形工具：拖曳可滾動顯示預覽。
• 設定灰點：透過從預覽中取樣設定白平衡（第 23 頁）。
• 裁剪：裁剪預覽（第 43 頁）。
• 拉直：拉直預覽面板中的影像（第 33 頁）。
• 自動修整筆刷：去除灰塵和刮痕（第 36 頁）。
• 彩色控制點：選擇性增亮、調暗或修改色彩（第 37 頁）。

• 色階分佈圖/編輯/修整/檔案/相機資訊/導覽器/檔案
夾：顯示或隱藏所選面板。
• 顯示工具列：顯示或隱藏工具列。
• 顯示狀態列：顯示或隱藏狀態列。
• 顯示面板：顯示或隱藏所有面板。
• 自定工具列：自定工具列（第 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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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助說明選單
• Capture NX-D 輔助說明：顯示線上說明。
• 檢查軟體更新：顯示產品版本編號。
• 關於 Capture NX-D（僅限於 Windows）：檢查
Capture NX-D 的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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