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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览
照⽚ app 采⽤先进的设备端技术，可智能呈现⽤户的精彩⼤作，提升照⽚
和视频的表现效果，同时妥善⽽私密地保存他们的珍贵回忆。
iOS 13 和 iPadOS 中的照⽚ app，不仅带来全新的“照⽚”标签⻚，可帮助
⽤户整理和重温重要瞬间，⽽且新推出功能强⼤的控制选项，便于编辑照⽚
和视频。同时，⼈像光效中的新功能，还可让⽤户像在影棚中⼀样控制光照
的强度。

照⽚ app
全新的“照⽚”标签⻚可让⽤户按不同整理层级来浏览照⽚图库，轻松查找、重温和分享照⽚及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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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的照⽚体验
什么是设备端智能技术？
有了设备端智能技术，照⽚ app 的处理⼯作全
部在⽤户的设备上完成，分析结果也不会与包括
Apple 在内的任何⼈共享。

依托于强⼤的机器学习技术，照⽚ app 具备多项独特功能，如“回忆”、“搜索建议”和“为你推
荐”等。它采⽤设备端机器学习技术分析照⽚图库中的每张照⽚，为不同⽤户打造个性化体
验。这种分析秉承隐私保护理念于⼼，所有处理均在设备端上完成，分析结果也不会与包括
Apple 在内的任何⼈共享。
照⽚ app 采⽤设备端处理技术，可以多种⽅式分析每张照⽚和每个视频，其中包括：
• 场景分类
采⽤带有上千个类别的多标签⽹络，识别照⽚中出现的物体与场景，如⻜机、⾃⾏⻋，或城
市景观、动物园等。
• 构图分析
设备端神经⽹络由摄影专业⼈⼠使⽤的属性加以调教，可分析照⽚中 20 多种主观属性，
如光线、拍摄主体锐度、颜⾊、曝光时间、对称性和取景等。
• ⼈物和宠物识别
识别照⽚中是否有⼈物、狗或猫。
• 质量分析
通过评估照⽚或视频的锐度、⾊度、设备⽅向、相机动作、稳定性和曝光度等摄影属性，检
验照⽚或视频的质量。
• ⾯部质量分析
检查照⽚中不同的⾯部区域，并根据光线、焦点、遮挡和脸部表情给出⾯部捕捉质量评分。
• ⾳频分类
分析实况照⽚和视频中的⾳频，识别笑声和掌声等环境声响。

强⼤的照⽚搜索功能
利⽤场景分类，⽤户可以搜索出现在照⽚中的各
种事物，如摩托⻋、树⽊或苹果等。他们甚⾄可
以将多个关键词组合起来查找特定照⽚，⽐如
“船舶”和“海滩”。

软硬件的紧密整合，正是 Apple 实现这⼀先进技术的关键。每种算法都经过了专⻔优化，
能够充分利⽤强⼤的 A 系列处理器在 Apple 设备本地运⾏。例如，照⽚ app 中的场景分类
可以识别⼀千多个不同的类别，并且独⽴在设备上⾼效运⾏，⽆需服务器端做任何处理。从
A12 仿⽣芯⽚开始，单张照⽚的场景分类仅需不到 7 毫秒的时间即可完成，⽽芯⽚的神经⽹
络引擎会在这段时间内进⾏超过 110 亿次运算。
照⽚ app 中的每种算法均通过监督学习开发⽽成。我们为算法提供输⼊数据和期望的输出，
以便它学习从输⼊映射到输出的⼀般规则。例如，通过使⽤加上标签的图⽚，如树⽊的图像，
来对场景分类算法进⾏训练，使它掌握“树⽊”的外形。

夜间处理功能
当设备连接到电源后，iOS 和 iPadOS 中的照
⽚ app 可以在夜间对全新“照⽚”标签⻚进⾏精
挑细选。此种设计可以节省电池电量，这样当⽤
户进⾏其他任务时，照⽚分析就不会占⽤处理性
能了。

照⽚ app 利⽤机器学习技术，处处为⽤户提供智能与个性化的体验。它⽀持强⼤的搜索功
能，可协助⽤户找到所需的照⽚；拥有先进的编辑功能，⽅便⽤户对照⽚进⾏精细调整；⽽全
新的“照⽚”标签⻚则可整理并显示⽤户整个照⽚图库的精选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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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新的“照⽚”标签⻚
每年⽤ iPhone 拍摄的照⽚和视频数量⾼达上万亿。随着照⽚图库不断增⼤，整理和重温
⽣活中的珍贵时刻也变得越来越难。全新的“照⽚”标签⻚会着重呈现那些更精彩的作品，为
iPhone、iPad 和 Mac 带来了崭新的照⽚浏览体验。利⽤设备端机器学习技术，照⽚ app
会从整个图库中挑选并突出显示精华作品，并⾃动隐藏那些相似照⽚与杂乱内容，为你展示
过去⼀天、⼀⽉或⼀年间发⽣的重要事件。
查看全部内容
全新的“照⽚”标签⻚中还包括重新设计的“所有
照⽚”视图，美观地呈现出图库中的全部照⽚及
视频。⽤户可以通过放⼤照⽚将细节看得更清
楚，或者缩⼩照⽚快速⼀览图库，将所有内容尽
收眼底。

全新的“照⽚”标签⻚按以下四种视图来整理照⽚：所有照⽚、⽇、⽉和年。每种视图具有不同
的整理级别，为⽤户提供了独特的视⻆来重新发现⾃⼰的照⽚图库。

“⽇”视图
“⽇”视图会显示⽤户的精彩作品，同时隐藏相似的照⽚和杂乱内容。

“⽇”视图
“⽇”视图按时间顺序精选⽤户的照⽚图库，让他们能够按⽇期归类重温照⽚。由于设备端照
⽚分析功能将相似照⽚和杂乱内容智能地隐藏了起来，⽤户的精彩照⽚和视频便得以在“⽇”
视图中以⼀种优美的布局呈现，使⼈们将注意⼒集中在那些更重要的图像上。
“所有照⽚”会展示⽤户拍摄的全部内容，⽽“⽇”视图可智能地隐藏截屏、录屏、模糊的照⽚以
及取景和光线不佳的照⽚。照⽚ app 还会使⽤经过预先训练的设备端模型，来识别那些带有
特定物体的照⽚，如⽂档和办公⽤品照⽚，并将它们标记为杂乱内容。
为了捕捉完美时刻，⼈们经常会为同⼀样事物拍摄多张照⽚。“⽇”视图可以识别相似的照⽚，
并从中挑出最棒的那张，同时将其他照⽚智能地隐藏起来。照⽚ app 可借助场景分类⽹络为
每张图像中的物体创建描述，然后将该描述与同⼀天其他图像的描述进⾏⽐较，把相似的照
⽚归类分组。例如，通过这种⽅法，照⽚ app 可以识别并归类同⼀天中所有的“海滩⽇落”照
⽚，即使这些照⽚是从不同⻆度或在不同时间拍摄的。将这些图像归类分组后，照⽚ app 会
从中挑出构图、质量和相关性⽅⾯表现最佳的照⽚或视频，然后将其精选到“⽇”视图中。这
既有助于总结⼀天之内所拍的内容，还可以确保⽤户不会反复看到相似的照⽚。

照⽚ App | 2019 年 9 ⽉

5

什么是杂乱内容？
为了让“⽇”视图能够突显⽤户更精彩的作品，
那些被视为杂乱内容的照⽚将被智能地隐藏下
来，⽤户可以在“所有照⽚”视图中找到它们。
“⽇”视图会⾃动隐藏：
• 截屏
• 录屏
• 模糊的照⽚
• 取景或光线不佳的照⽚
照⽚ app 还会识别可能被视为杂乱内容的特定
物体，并在“⽇”视图中将其隐藏起来。其中包括
以下照⽚：
• ⽩板
• 收据
• ⽂档
• ⻔票
• 信⽤卡

在“⽇”视图中呈现精彩照⽚
在隐藏杂乱内容和相似照⽚后，“⽇”视图能以讲故事的⽅式来设计布局，并以醒⽬⽽较⼤尺
⼨的照⽚预览来突显⽤户⼀天中最具代表性的重要时刻。在精选照⽚时，照⽚ app 会从以下
⼏个⽅⾯来分析每个图像：
• 相关性
推荐⽤户可能感兴趣的照⽚和视频，如经常出现在⽤户图库中的⼈物的照⽚，或是在新地
点拍摄的照⽚。
• 代表性
识别⼀天之中具有代表性的照⽚和视频。例如，如果⽤户去听了⾳乐会并拍摄了许多照⽚，
“⽇”视图就会了解到这个活动⾮常重要，并会挑选与此相关的照⽚和视频。
• 构图
倾向于那些构图优美、取景出⾊的照⽚和视频。
• ⽣动性
⾃动播放内容，找到实况照⽚、视频和静态图像之间的最佳组合，带来⽣动有趣的浏览
体验。
• ⽤户活动
推荐⽤户编辑过、曾与他⼈共享过或标记为“个⼈收藏”的照⽚或视频，因为这些操作意味
着相关内容对⽤户来说可能很重要。
全新的“照⽚”标签⻚还会运⽤新的显著性引擎，在图像预览中智能地裁剪照⽚和视频，让⽤
户能够关注到其中最精彩的部分。我们使⽤实验室环境中⼈类受试者观看图像的眼球追踪数
据，对显著性引擎进⾏了训练，使其可以突出显示图像中那些引⼈注⽬的或重要的部分。照⽚
app 采⽤的显著性是基于关注度产⽣的，可呈现⼈们最有可能观看的照⽚内容。影响显著性
的主要因素包括对⽐度、拍摄主体、地平线、光线和⾯孔。其中⾯孔最为重要，因为⼈们常常
倾向于先看图像中的脸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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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户在“照⽚”标签⻚中滚动浏览时，实况照⽚和视频会随之开始播放，让整个照⽚图库更
显⽣动。“⽇”视图⾮常聪明，知道何时该播放这些视频。为帮助⽤户集中注意⼒和减少⼲扰，
照⽚ app 可确保其在某段时间内只看到⼀张播放的实况照⽚或⼀段视频，并且当⽤户滚动
浏览整个视图时，以巧妙的交叉渐变来处理视频间的衔接。

“⽉”视图
“⽉”视图会按事件来显示照⽚，让⽤户重新发现意义⾮凡的精彩时刻。

“⽉”视图
“⽉”视图是全新“照⽚”标签⻚中的另⼀种精选视图，它不仅能个性化地呈现⽤户的重要事
件，还具备强⼤的锚点功能，便于⽤户浏览图库。如果某组照⽚很重要，⽐如家庭出游、⾳乐
会、⽣⽇聚会、周年纪念或旅⾏，那么“⽉”视图就能识别出来，并以优美的界⾯呈现这些重要
时刻。
私密的设备端认知图表
照⽚ app 中的认知图表可以按照对⽤户来说有
意义的⽅式去整理照⽚，如在“⽉”视图中显示重
要事件。为尊重⽤户隐私，认知图表在设备端进
⾏计算，绝不会发送⾄ Apple 服务器。

照⽚认知图表
照⽚ app 会分析⽤户的照⽚图库，并将它与设备中的数据深⼊地连接和关联，以便在整个
app 内提供个性化的功能服务。这种分析会⽣成⼀个私密的设备端认知图表，可识别⽤户⽣
活中的有趣模式，⽐如重要的⼈群、常去地点、过去的旅⾏、事件，以及最近⼀次为某个⼈拍
照等。
照⽚ app 中的⽤户认知图表可能包含上千个点和线，其拥有的数据包括：
• 事件
使⽤照⽚和视频⾥的场景理解正在发⽣的事，推断⽤户参与了某⼀事件，如婚礼或⾳乐会。
• ⽤户活动
如果⽤户浏览、收藏、编辑或共享同⼀天的多张照⽚，即理解为这组照⽚可能对这位⽤户很
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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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
• “关系”会基于某个⼈照⽚的数量、在通讯录 app 中设定的关系，以及在信息 app 中交
流的频率来推断亲密度。
• “社交群组”会识别经常在照⽚中⼀起出现的⼈。
• 地点
• “家庭和⼯作”会充分利⽤通讯录和地图 app 来理解⽤户所设定的“家庭”和“⼯作”
地址。
智能的照⽚预览
当裁剪照⽚预览时，照⽚ app 会使⽤全新的显
著性引擎识别图像中引⼈注⽬的或重要的部分。

• “常去地点”会通过查看时间和地点模式，来确定照⽚和视频的拍摄地是否为⽤户经常
拍照的地⽅。
• “特殊地点”会识别⽤户在新地点或特别的地点拍摄的照⽚和视频。
• “旅⾏”会对⽤户在离家很远的地点拍摄的照⽚和视频作出推断。
• ⽇期
• “重要⽇期”会使⽤⽇历和通讯录 app 来理解⽣⽇、周年纪念等重要的个⼈⽇期。
• “节假⽇”会根据⽤户所在国家或地区的热⻔节假⽇列表和相关的照⽚场景，来了解⽤户
庆祝的是哪些节假⽇。
认知图表通过发现有意义的模式和预测智能关联，帮助照⽚ app 实现“照⽚”标签⻚的个性
化。例如，照⽚ app 可以将向某⼈发送消息的频率作为⼀个指标，推断出这个⼈对于⽤户来
说很重要。将这⼀数据与“⼈物”相簿中已命名的⼈相关联，照⽚ app 就会显示更多关于此⼈
的图像（如在“回忆”中），或是将其作为搜索建议。
⽤户的认知图表⽤于识别“⽉”视图中显示的重要事件。照⽚ app 中的重要事件包括旅⾏、婚
礼、⾳乐会以及⽇常活动，如公园中的⼀天等。每天晚上当设备连接⾄电源时，照⽚ app 会
利⽤设备端认知图表分析每个事件，并选出要在“⽉”视图中呈现的内容：
• “⽉”视图选择算法会⾸先检查该⽉份中是否存在重要事件，并从中选出最多五个事件。
• 如果某个⽉的重要事件多于五个，设备会缩⼩筛选范围，⽽照⽚ app 会尝试将这些特⾊
活动在该⽉中分散排列。
• 如果某个⽉的重要事件不⾜五个，“⽉”视图将显示⼀些其他事件（最多五个），如在家中
拍摄的⼀系列照⽚等，这样⽤户便始终都有内容可以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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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适合循环播放的精彩内容
实况照⽚和视频⾃动播放功能，让全新的“照⽚”
标签⻚变得鲜活。利⽤机器学习技术，照⽚ app
能够通过检查元数据、稳定性和动态性等信号，
识别出精彩的实况照⽚循环播放和视频⽚段，
这样设备便会知道该向⽤户呈现哪些内容。

“年”视图
让你重新发现往年精彩瞬间。

“年”视图
“年”视图是不断变化的⽤户图库视图，让⽤户可以快速浏览往⽇重⼤事件。它总是呈现出⼀
些新内容，从⽽推动⽤户重新发现整个图库。
“年”视图中的关联式浏览
“年”视图会分析来⾃⽤户设备的数据，提供那些与当前情境相关的时光回忆。
• 过去的今天
在默认的“年”视图浏览体验中，设备将找到往年那些在最接近今天的⽇期⾥发⽣的事件，
并将其呈现出来，使⽤户得以重温过往。
• ⽣⽇
照⽚ app 可以通过认知图表来确定对⽤户来说重要⼈物的⽣⽇。在那⼀天，照⽚ app 将
会更新事件，突显⼀张有寿星在内的照⽚。这就营造出⼀种通过“⽉”和“年”视图为他们庆
⽣的效果，⽅便⽤户重温与其⼀同度过的时光。
• 年度会议和节⽇
“年”视图甚⾄可以显示出并⾮发⽣于每年同⼀⽇期的往⽇事件，⽐如年度会议 (如
WWDC) 或节⽇ (如⺟亲节)。照⽚ app 使⽤设备的公共事件分类器来识别事件。如果
事件是在某个⽇期前后⼏天发⽣的，“年”视图便会查找并呈现出往年同⼀事件的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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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与视频编辑
照⽚ app 提供强⼤的照⽚与视频编辑⼯具，让每个⼈都能化身为创意达⼈。利⽤先进技术，
照⽚ app 可协助⽤户轻松创建精美的照⽚和视频。iOS 13 和 iPadOS 拥有多款易⽤⼯具，
它们采⽤卓越技术打造⽽成，并专为 iPhone 和 iPad 进⾏设计与优化，能为⽤户的创意带
来更多可能性，让⽤户更得⼼应⼿地掌控⾃⼰的照⽚和视频。

照⽚ app 中的编辑功能
新的照⽚编辑⼯具不仅功能更全⾯，也更直观易⽤，你可以轻松地应⽤特效、调整和查看照⽚。

⽤于特定媒体的编辑⼯具
照⽚ app 强⼤的编辑功能不仅限于照⽚和视
频。诸如实况照⽚、慢动作视频和⼈像模式等媒
体类型，在“照⽚”中都有独特的编辑功能，⽐如
更改实况照⽚的关键帧，以及调整慢动作视频中
从正常速度到慢动作之间过渡的时间点。

照⽚编辑⼯具旨在提供简单的操作体验，并让⽤户精细地掌控照⽚的各个⽅⾯。照⽚ app
拥有超过 17 项调整⼯具，包括“⾃动增强”等⼀键式控制以及“噪点消除”等专业级调整。具
体内容包括：
• ⾃动增强
⾃动调整照⽚的颜⾊和对⽐度，并对某些重要参数进⾏优化，⽐如让⿊⾊更深、⾼光部分的
曝光更准确，从⽽突出主体。
• 曝光
调整曝光值，改变整张照⽚的基调。
• 鲜明度
对特定区域进⾏调整，增亮阴影部分、调暗⾼光区域，并提⾼对⽐度，从⽽呈现出作品的更
多隐藏细节，让照⽚层次更丰富，也更鲜艳⽣动。
• ⾼光
改变⾼光细节，即照⽚中最明亮的区域。通过降低⾼光值，使照⽚中最亮的区域变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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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阴影
调整阴影及其他暗部区域的细节。通过提⾼阴影值，使照⽚中最暗的区域变亮。
• 对⽐度
控制对⽐度，即照⽚中最亮和最暗部分之间的差异范围。
• 亮度
什么是照⽚直⽅图？
照⽚直⽅图显示了图像中某⼀⾊调范围内的
像素数量。从⿊ (亮度为 0%) 到⽩ (亮度为
100%) 之间每个亮度级别的像素数量，会在
照⽚直⽅图上体现出来。
直⽅图有助于⽤户了解照⽚中的光平衡。例如，
上⾯的直⽅图描述了⼀张正在进⾏⾼光修剪的
照⽚，其中的像素以最亮的⾊调向直⽅图的右侧
堆叠。
照⽚ app 使⽤图像直⽅图，以及⾊调曲线和像
素统计数据，来执⾏⼤量包括⾃动增强、鲜明度
和阴影在内的智能编辑调整。

通过提⾼照⽚的中间调来调整亮度，即整体亮度或暗度。
• ⿊点
设定⼀个值，图像中最暗的部分从这个值开始完全变⿊，没有任何细节。设置⿊点可以提⾼
褪⾊图像的对⽐度。
• 饱和度
调整照⽚的整体颜⾊浓度。
• ⾃然饱和度
提升照⽚中⽐较柔和的颜⾊，在不影响肤⾊和饱和⾊的情况下，使照⽚更加鲜艳。
• ⾊温
通过调整⾊温 (从蓝到黄)，来平衡图像的冷暖度。
• ⾊调
通过调整⾊调 (从绿到洋红)，来调节图像的冷暖度。
• 锐度
调整照⽚，使画⾯边缘更加锐利清晰。
• 清晰度
移动滑块，提⾼图像清晰度。
• 噪点消除
减少或消除照⽚中的噪点，⽐如颗粒或斑点。
• 晕影
在照⽚边缘添加阴影，突显震撼瞬间。

⾃动增强
如果⽤户想对照⽚和视频进⾏编辑和优化，以达到理想效果，不妨从“⾃动增强”开始。 只需
轻点⼀下，“⾃动增强”便会像专业摄影师那样开始对图像进⾏处理，分析图像中的每⼀个像
素、⾃动调整照⽚⾊调的极限值，并对某些重要参数进⾏优化，⽐如让⿊⾊更深、⾼光部分的
曝光更准确，从⽽突出主体。在 iOS 13 和 iPadOS 中，⽤户在使⽤这⼀功能时，可以控制⾃
动调整的强度。同时，其他调整项也会智能地随着调整强度⽽变化，如曝光、鲜明度、⾼光、
阴影、对⽐度、亮度、⿊点、饱和度和⾃然饱和度。
由于每张照⽚都是独⼀⽆⼆的，因此“⾃动增强”采取⼀种智能的⽅式对它们进⾏优化。每次
编辑调整都与其他操作相互关联，以⽣成平衡的、曝光适当的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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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轻点“⾃动增强”按钮，即会启动以下步骤：
• 图像分析
使⽤直⽅图分析整个图像的⾊调曲线，并对其中常⻅的布光场景进⾏校正，⽐如那些背光
或曝光不⾜的照⽚。
• ⾯部识别
智能地判断照⽚中是否存在⾯部，并对⽩平衡、⾊温和⾊调做出调整以适应肤⾊。这样可以
确保⾃动调整不会导致⼈的肤⾊变浅。
• 设定初始调整值
为每次调整设定可提供查看的初始值。随后⽤户可以分别使⽤鲜明度或⾃然饱和度等单个
编辑选项，对照⽚进⾏更有针对性的精细调整。
• 确定“⾃动增强”范围
⽣成特定照⽚每次调整之间的关系，让⽤户可以通过⼀个总滑块来同时控制多项调整，从
⽽实现“⾃动增强”效果的强弱。
“⾃动增强”旨在简化照⽚和视频的编辑流程，⽆论⽤户是专业摄影师还是刚刚接触摄影的新
⼿。当滑块移动时，可以看到其他的调整项也随之产⽣变化。这样⽤户便能直观地了解到照
⽚正在进⾏的调整，并对此做出修改。这也为他们提供了⼀个独特的视⻆，了解各调整项之间
是如何彼此关联的。当⽤户向右移动滑块时，“⾃动增强”功能可以在不使⾼光区域过曝，也不
影响图像⽩平衡的情况下，提⾼图像的亮度。当⽤户向左滑动时，图像效果变暗，但阴影细节
不会丢失。

通过鲜明度和阴影进⾏智能调整
鲜明度和感知⾊彩
鲜明度是⼀种颜⾊中⽴的调整，因此不会涉及到
饱和度。然⽽，由于亮度和对⽐度更⾼的图像往
往显得更加鲜艳，所以可能会使⼈感知到颜⾊的
变化。

尽管曝光等许多照⽚编辑⼯具能够提供全局性调整，在整张照⽚的范围内均匀地应⽤修改级
别，但在智能与空间局部化图像编辑⽅⾯，鲜明度和阴影⼯具却更有⽤武之地。 它们可对照
⽚的特定区域进⾏调整，效果显著，同时不会影响整幅图像。例如，利⽤“阴影”，⽤户可以在
不影响⾼光区域的前提下，调整阴影区域的细节。利⽤“鲜明度”，⽤户可以增亮阴影区域、
调暗⾼光区域并提⾼对⽐度，从⽽呈现更多隐藏细节，让照⽚看上去层次更丰富，也更鲜艳
⽣动。
为了获得这些效果，照⽚ app 会将图像实时分割成⼀张 31x31 的⽹格，然后仔细查看其中
每⼀个区域。通过识别每个⽹格中的⼀个或多个图像特征，为它们创建出专属的直⽅图和⾊
调曲线。这样就为设备提供了图像各个区域的近似曝光值。⽽照⽚ app 会将每个区域本身
视作⼀幅独⽴的⼩图像，为其计算恰当的鲜明度或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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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会汇总这些区域的结果，将数据相同的合并在⼀起操作，⽽那些调整结果不同的区域，
则会被单独保留处理。这有助于确保经过⽴体调整的区域不会在图像从暗部 (曝光不⾜) 过
渡⾄亮部 (过度曝光) 的地⽅产⽣伪影，例如⼀张拍摄背光物体的照⽚中，从前景转换到背景
的部分。最后，设备会为每个像素创建调整曲线、确定滑块的范围、调整原始照⽚，从⽽完成
⽤户的编辑操作。

照⽚编辑
各种调整、滤镜和裁剪功能都⽀持视频编辑。因此，⽤户可以旋转视频、增加曝光，并为视频添加滤镜。

强⼤的视频编辑功能
视频编辑⽀持的格式
视频编辑⽀持 iPhone 拍摄的所有视频格式，
包括 60 fps 的 4K 视频和 240 fps 的
1080p 慢动作视频。它还⽀持以 M4V、MP4、
AVC、AVCI 和 MOV 等⾏业标准格式导⼊的
视频。

iPhone 不仅能拍摄静态照⽚，它也是拍视频的专业级好⼿，⽽且随时都在⼿边，能以扩展的
动态范围拍摄⾼品质 4K 视频。在 iOS 13 和 iPadOS 中，那些功能强⼤的照⽚编辑⼯具现
在也能⽤来编辑视频了，各种调整、滤镜和裁剪功能都可供调⽤。因此，⽤户可以旋转视频、
增加曝光，并为视频添加滤镜。
⽤户可以在照⽚ app 中以 32 种⽅式编辑视频：
• 修剪
• ⾼光
• ⿊点
• ⾊调
• 晕影
• 反差⾊
• 银⾊调
• 旋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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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启/关闭声⾳
• 阴影
• 饱和度
• 锐度
• 鲜明
• 反差暖⾊
• ⿊⽩
• 校正

• ⾃动增强
• 对⽐度
• ⾃然饱和度
• 清晰度
• 鲜暖⾊
• 反差冷⾊
• 翻转
• 垂直

• 曝光
• 亮度
• ⾊温
• 噪点消除
• 鲜冷⾊
• 单⾊
• 裁剪
• ⽔平

13

在编辑视频时，设备会实时渲染调整后的视频，让⽤户能够在单次操作中添加或删除多项调
整。调整会应⽤于作品的每⼀帧，为整段视频提供时间⼀致性。这样可以确保视频的每⼀帧
都拥有同样的⻛格。当⽤户保存调整时，设备将逐帧渲染变化，⼀步步覆盖每帧的每个像素，
直到贯穿整个视频。这⼀过程经过了优化，可以在设备的图形处理器上⾼效运⾏，从⽽快速地
将视频渲染⾄理想的程度，以供分享。
视频编辑不会破坏原始内容，⽤户可以通过移除滤镜等效果或撤销修剪操作，恢复到原始视
频。当渲染过程完成后，⼀个辅助视频⽂件将被创建，其中包括调整后的视频及与之对应的原
始视频。这样⽤户便可以随时修改某项参数的调整强度或恢复所有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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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光效
⼈像光效的灵感来⾃于专业摄影师在影棚采⽤的真实技术，他们通过改变光源的⽅位，如柔
光箱、反光板、柔光罩、吸光布和聚光灯，来改变⼈像照⽚的⻛格和感觉。⼈像光效利⽤先进
的设备端机器学习技术为 iPhone ⽤户带来了这种能⼒，当他们⽤“相机”拍摄或在“照⽚”中
编辑时，可以采⽤虚拟⽅式重现这些效果。

⼈像光效
⽤户能以虚拟⽅式对影棚光效的光照⽅位和强度进⾏调整。

通过图像语义分割保留细节
为了达到⼈像光效精细调整所需的准确度，照⽚ app 使⽤了⼀种先进的分割技术，可以⾮常
详细⽽清晰地定位拍摄主体，并将其从图像背景中分离出来。在 iOS 13 中，这项技术经过了
优化，可识别特定的⾯部区域，从图像语义上允许设备在照⽚中将⼈物的头发、⽪肤和⽛⻮分
离出来。图像语义分割使设备在模拟影棚级品质灯光对⾯部不同区域产⽣的效果时，能够了
解哪些区域需要光照 (如⽪肤)，哪些区域 (如胡子) ⼜需要保持原样。
什么是分割？
分割是指详细⽽清晰地定位拍摄主体或特定区
域，并将其从图像背景中分离出来的过程。

分割遮罩
⼈物、头发、⽪肤和⽛⻮分割遮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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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户拍摄⼈像模式照⽚时，相机 app 会使⽤ A12 仿⽣ (及更新芯⽚) 中的 Apple 神经⽹
络引擎并运⾏多个设备端机器学习模型。这⼀流程会通过分析来⾃相机感光元件的数据、景
深数据、分割以及图像⾃身的像素，来确定照⽚中是否含有⼈物，并对拍摄主体⾯部的独特
⼏何结构进⾏定位。
如果照⽚中出现了⾯部，设备将⽣成⼀个最终的输出图像，以及多个辅助图像，如⼈物、头
发、⽪肤、眼睛和⽛⻮分割遮罩。当应⽤以下⼈像光效时，会⽤到上述的每⼀幅图像，⽽所有
这些效果均可供第三⽅开发⼈员使⽤：
• 主图像
显示⽤户的⼈像模式照⽚及所有效果。例如，拍摄主体位于具有景深效果的虚化背景中。
• 深度图
指从镜头到图像中某⼀部分的距离 (以绝对值或与深度图中其他像素的相对距离表示)。
• ⼈物分割遮罩
将拍摄主体与背景分离开来。
• 头发分割遮罩
将拍摄主体的头发区域与⾮头发区域分离开来。它甚⾄能够从背景中分离出头发的细节，
如⼀⼩缕头发。
• ⽪肤分割遮罩
定位拍摄主体的⽪肤区域。
• ⽛⻮分割遮罩
对拍摄主体露出的⽛⻮进⾏定位。

利⽤机器学习技术，虚拟移动光线
有了实时分析独特⾯部区域的能⼒，⼈像光效现在可以让⽤户直接在 iPhone 上通过虚拟地
移动光源位置，来调整⼈像效果，⽆论在“相机”中拍摄，还是在“照⽚”中编辑，都不成问题。
映射光
为了开发⼈像光效，Apple 与专业摄影师⼀同
设计了研究项⽬。在⼀项研究中，Apple 制作了
影棚灯光场景的 360 度环境图，以放射⽅式从
各个⽅向测量光源照射到拍摄主体上的实际位
置和光量。

了解每种光效
⼈像光效的灵感源⾃世界影像⼤师们在影棚⾥的真实布光。每种效果都旨在打造有着细微差
异的不同⻛格，展现了运⽤柔光箱、反光板、柔光罩、吸光布和聚光灯进⾏布光的效果：
• 摄影室灯光
模拟柔光箱的效果，搭配背景光和反光板，均匀照亮拍摄主体的侧⾯和下⽅区域，使光线均
匀地环绕和充盈于脸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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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轮廓光
模拟⼀块垂挂在脸侧的⿊⾊天鹅绒吸光布，⽤来阻挡来⾃于拍摄主体下⽅的光线，营造出
柔光箱在⾯部侧⾯形成的轮廓效果。
• 舞台光
在深⿊⾊背景中以聚光灯照亮⾯部，打造出⼀种与轮廓光效果相似的⻛格。
• 单⾊舞台光
与舞台光效果类似，但照⽚为经典的⿊⽩⾊。
• ⾼调单⾊光
模拟柔光箱的使⽤，以⾼⾊调的⽩⾊背景衬托⿊⽩⾊的拍摄主体，营造出与摄影室灯光类
似的效果，但⾯部的对⽐度更⾼。
⾼调单⾊光
iOS 13 推出了⼀种全新的⼈像光效：⾼调单⾊
光。它以⽩⾊背景衬托⿊⽩⾊的拍摄主体，营造
出优美、经典的⻛格。
⾼⾊调摄影是⼀项极具挑战性的⼈像摄影技术，
哪怕在专业影棚中也是如此。由于光线太过强
烈，这种效果往往会盖过相机感光元件的动态范
围，造成阴影过淡或⾯部过曝。即使在后期处理
时，想要达到这种效果也并不容易，需要操作者
深谙其中的精要，以确保头发和其他边缘能够从
亮⽩⾊背景中正确地分割出来。
有了 iOS 13 中功能强⼤的新软件，以及 A12
仿⽣及更新芯⽚中的 Apple 神经⽹络引擎，
iPhone ⽤户现在只需轻点⼀下按钮，即可实现
这种令⼈惊艳的效果。⽤户可以轻松、快速地拍
摄⾼对⽐度的⿊⽩⼈像照⽚，呈现出正确曝光的
⾯孔、深邃的⿊⾊和⾼⾊调的⽩⾊。

⼈像光效
⽤户能以虚拟⽅式对影棚光效的光照位置和强度进⾏调整。

⼈像光效控制
现在，每种⼈像光效都包含⼀个滑块，让⽤户可以控制每种影棚灯光效果的强度。这个滑块能
够以虚拟⽅式改变主光源的相对⼤⼩，使之与⾯部的相对⼤⼩⼀致。当⽤户向右移动滑块，虚
拟地将灯光靠近拍摄主体时，就会为⾯部带来更多光线，让它看起来更加明亮、柔和。⽽向左
移动滑块则是虚拟地将灯光远离拍摄主体，为⾯部增添了细微的反差。
通过增加每种⼈像光效的强度，可以使⼈物的眼睛轮廓更清晰、⾯部特征更鲜明、⽪肤看上
去更柔滑。为了锐化眼睛，设备会识别眼部区域并增强细节，在提亮该区域的同时保留⿊⾊，
从⽽提⾼清晰度和锐度。随后⼈像光效会分析⾯部⽪肤区域的局部反差，为整个⾯部提供均
匀照明的同时，提⾼阴影区域的亮度。这就营造了⼀种与影棚柔光箱类似的效果，光线消除了
整个⾯部的反差，包括皱纹等部位。
⼈像光效不会消除⾯部的所有反差。例如，在胡须、美⼈痣和雀斑等区域，设备会保留反差，
使图像看起来更加真实。为此，⼈像光效使⽤嵌⼊式⽪肤分割遮罩并分析⾯部的每⼀个像素，
利⽤频率分割流程确定哪些区域应保持不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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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保护隐私⽽精⼼设计
⽆论是精选“照⽚”标签⻚、智能地编辑照⽚，还是为⼈像光效⽣成实时分割遮罩，照⽚ app
的智能功能不仅可为⽤户呈现出独特的照⽚图库，也能让他们全权掌控⾃⼰的隐私。
利⽤设备端处理，实现强⼤功能
许多服务会收集⽤户的照⽚并在服务器上加以分析，这样它们就会获知有关照⽚的⼀切信
息。与之不同的是，Apple 采⽤的是设备端智能技术，这种技术只会在⽤户的设备上分析⽤
户的照⽚。举例来说：
同步“⼈物”相簿
照⽚ app 可识别照⽚中⼈物的⾯孔，并将其归
类分组，这样⽤户便能够浏览含有某⼀⼈物的
所有照⽚。当为“⼈物”相簿中的⼈员添加姓名
后，他们的名字和⾯孔会显示在⽤户所有设备的
照⽚ app 中。

• “照⽚”采⽤强⼤的设备端智能技术识别相似的照⽚和杂乱内容，提供个性化浏览体验，并
以精美的布局呈现⽤户的照⽚图库。
• “为你推荐”通过分析⽤户的设备端认知图表，来⽣成“共享建议”、突显“回忆”，以及展示“精
选照⽚”。
• “相簿”利⽤设备端⾯孔识别技术辨别⽤户照⽚中⼈物的⾯孔，并将其归类分组到“⼈物”

只有⼿动添加的⼈物姓名和联系⼈才会在设备
间同步。当⽤户使⽤新设备访问照⽚图库时，这
些姓名和联系⼈名⽚参考数据 (如有的话) 以及
⼈物的主照⽚将与之同步。

• “搜索”功能利⽤设备端分类技术，⽀持⽤户根据照⽚中的内容 (如“花朵”) 来查找照⽚。

新设备将使⽤⼈物的主照⽚进⾏本地⾯部分析，
并⽣成全新的设备端“⼈物”相簿。

• ⼈像光效利⽤设备端机器学习模型⽣成分割遮罩，使⽤户能够将影棚级品质的灯光效果应

相簿中。

• “编辑”功能采⽤设备端图像处理技术，让⽤户能够以智能的⽅式对照⽚进⾏调整及微调。
⽤于⼈像模式照⽚。
照⽚ app 中，包括场景分类和认知图表在内的所有这些分析，均在⽤户设备的照⽚和视
频中进⾏，第三⽅或 Apple ⽆法获取相关分析数据。此外，这种设备端处理技术还针对
Apple 设备进⾏了优化。例如，当⽤户编辑照⽚或视频时，整个编辑过程均在设备端完成，
并针对 Apple 产品所采⽤的 A 系列芯⽚和图形处理器进⾏了改善。

共享相簿
在创建共享相簿时，⽤户可以控制将哪些照⽚
添加到共享照⽚流中，以及谁有权访问共享
照⽚流。

共享
当⽤户设备上的某张照⽚被共享时，⽤户拥有知情权和控制权。照⽚ app 提供共享控制功
能，⽤户可以使⽤ app 内的照⽚挑选器或“照⽚”中的共享列表掌控要分享的内容，以及是否
与其他 Apple ⽤户或第三⽅ app 进⾏共享。举例来说，当⽤户通过“照⽚”中的共享列表分
享照⽚时，可以⾃主控制哪些元数据随照⽚⼀起共享，如实况照⽚视频或位置信息等。在共享
图像时，⽤户可以移除照⽚或视频的位置信息，并选择是否包含编辑历史记录和景深数据等
“所有照⽚数据”。
⽤户可采⽤两种⽅式来与第三⽅ app 共享照⽚：使⽤“照⽚”内的共享列表，或使⽤某个
app 内的照⽚挑选器。当使⽤“照⽚”内的共享列表时，⽤户先选择要分享的照⽚，然后选择
要与之共享的 app，根据每个应⽤程序特定的参数来界定想要与之共享的照⽚。只有⽤户选
择的照⽚才会与该 app 共享。当使⽤某个 app 内的照⽚选取器时，⽤户可以选择想要分享
的照⽚，或是授予该 app 访问整个照⽚图库的权限。任何时候，如果⽤户想禁⽤该 app 从其
照⽚图库访问“照⽚”的功能，都可以在 iPhone 上前往“设置” > “隐私” > “照⽚”，并将该
app 的设置更改为“从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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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重认证
“iCloud 照⽚”⽀持双重认证，额外提供⼀重安
全保障。即使有别⼈得知了⽤户的密码，它也会
确保只有⽤户本⼈才能访问⾃⼰的账户。

iCloud 照⽚

有了双重认证，只有⽤户信任的设备才能访问其
账户和照⽚，如他们的 iPhone、iPad 或 Mac。

iCloud 采⽤ 128 位 AES 加密技术对其进⾏加密。之后每个⽚段的内容将衍⽣出密钥，

如果⽤户选择将照⽚图库备份到“iCloud 照⽚”中，以便在⼀个地⽅集中保存所拍摄的每
张照⽚和视频，并能够通过⾃⼰所有的 Apple 设备进⾏访问，Apple 也会妥善地保护这
些数据。当照⽚和视频同步⾄“iCloud 照⽚”时，每个⽂件将被分解为多个⽚段，并由
并⽤ SHA-256 进⾏加密。Apple 将破解⽂件所需的密钥和⽂件的元数据⼀同存储在
⽤户的 iCloud 账户中。⽂件的加密⽚段在存储时⽆论采⽤的是 Apple 还是第三⽅存储服
务，都不包含任何⽤户身份信息或密钥。
与其他照⽚服务不同，Apple 尽可能地减少那些需要离开⽤户设备处理的数据，除⾮它们是
提供此类服务所必需的。Apple 不会访问⽤户照⽚，也不会将其⽤于⼴告宣传或研发⽬的。
此外，诸如⽤户的认知图表等设备端分析也不会与 Apple 同步或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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