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镜头分类
镜头一般按照焦距大小分类：

鱼眼镜头；微距镜头；广角镜头；标准镜头；长焦镜头；超长焦镜头；变焦镜头

等。

标准镜头：拍摄风景及人物都可以，介于广角与长焦之间

长焦镜头：拍摄远处人物特写及远处物体，如体育比赛

广角镜头：拍摄风景及大场面焦距无限远

鱼眼镜头：视角 180 度，畸变大，特殊用途

微距镜头：拍摄较小物体近距离拍摄如小蚂蚁等

超长焦镜头：可以拍摄月亮及星星

变焦镜头：焦距可以根据拍摄物体改变的镜头，可以拍出运动效果

1.标准镜头

标准镜头：以适用于 35 毫米单镜头反光照相机的交换镜头为例，标准镜头

通常是指焦距在 40 至 55 毫米之间的摄影镜头，它是所有镜头中 基本的一种摄

影镜头。

标准镜头给人以记实性的视觉效果画面，所以在实际的拍摄中，它的使用频

率是较高的。但是，从另一方面看，由于标准镜头的画面效果与人眼视觉效果十

分相似，故用标准镜头拍摄的画面效果又是十分普通的，甚至可以说是十分“平

淡”的，它很难获得广角镜头或远摄镜头那种渲染画面的戏剧性效果。因此，要

用标准镜头拍出生动的画面来又是相当不容易的，即使是资深的摄影师也认为用

好用活标准镜头并不容易。但是，标准镜头所表现的视觉效果有一种自然的亲近

感，用标准镜头拍摄时与被摄物的距离也较适中，所以在诸如普通风景、普通人

像、抓拍等摄影场合使用较多， 常见的纪念照，更是多用标准镜头来拍摄。另

外，摄影者往往容易忽略的是，标准镜头还是一种成像质量上佳的镜头，它对于

被摄体细节的表现非常的有效。

2.长焦镜头

长焦镜头视角在 20 度以内，焦距可达几十毫米或上百毫米。长焦距镜头又

分为普通远摄镜头和超远摄镜头两类。普通远摄镜头的焦距长度接近标准镜头，

而超远摄镜头的焦距却远远大于标准镜头。以 135 照相机为例，其镜头焦距从

85mm-300mm 的摄影镜头为普通远摄镜头，300mm 以上的为超远摄镜头。

长焦镜头的焦距长，视角小，在底片上成像大。所以在同一距离上能拍出比

标准镜头更大的影象。适合于拍摄远处的对象。由于它的景深范围比标准镜头小，

因此可以更有效地虚化背景突出对焦主体，而且被摄主体与照相机一般相距比较

远，在人像的透视方面出现的变形较小，拍出的人像更生动，因此人们常把长焦

镜头称为人像镜头。但长焦镜头的镜筒较长，重量重，价格相对来说也比较贵，

而且其景深比较小，在实际使用中较难对准焦点，因此常用于专业摄影。

使用长焦距镜头拍摄，一般应使用高感光度及快速快门，如使用 200mm 的长

焦距镜头拍摄，其快门速度应在 1/250 秒以上，以防止手持相机拍摄时照相机震

动而造成影像虚糊。在一般情况下拍摄，为了保持照相机的稳定， 好将照相机

固定在三脚架上，无三脚架固定时，尽量寻找依靠物帮助稳定相机。

3.广角镜头

以 35 毫米单镜头反光照相机为例，广角镜头通常是指镜头焦距约在 17 至

35 毫米之间的镜头。



广角镜头的基本特点是，镜头视角大，视野宽阔。从某一视点观察到的景物

范围要比人眼在同一视点所看到的大得多；景深长，可以表现出相当大的清晰范

围；能强调画面的透视效果，善于夸张前景和表现景物的远近感，这有利于增强

画面的感染力。

广角镜头的基本特性：

1.视角范围大，可以涵盖大范围景物。所谓视角范围大，即在同一视点（与

被摄物的距离保持不变）用广角、标准和远摄三种不同焦距的摄影镜头取景，结

果是前者要比后者在上下左右拍摄到更多的景物。当摄影者在没有退路的情况

下，若用 50 毫米标准镜头难以完整拍下的景物（如人物集体留影等），就可利

用广角镜头视角范围大的特征轻而易举地解决问题。再有，如拍摄广阔的原野或

城市高大的建筑等，用标准镜头也许只能拍到景物的一部分，无法表现出景物的

宽阔或高大。而用广角镜头拍摄，就能有效地表现出大场面开阔的气势或建筑物

高耸入云的雄伟。

2.焦距短，景深长。在拍摄广阔的大场面时，摄影者一般都依靠广角镜头焦

距短，表现的景物景深长的特点，将从近到远的整个景物都纳入清晰表现的范围。

此外，用广角镜头拍摄时，如果同时采用较小的光圈，则景物的景深就会变得更

长。例如，摄影者用一个 28 毫米的广角镜头拍摄，焦点对在约 3米左右的被摄

体上，把光圈调到 F8，那么从 1米到无限远几乎都进入了景深范围。正是由于

这种长景深的特点，广角镜头往往被摄影者当作一种机动性很强的快拍镜头使

用，在某些场合，摄影者操纵广角镜头几乎不用对被摄物聚焦，就能极快地完成

抓拍。

3.能强调前景和突出远近对比。这是广角镜头的另一个重要性能。所谓强调

前景和突出远近对比，是指广角镜头能比其他镜头更加强调近大远小的对比度。

也就是说，用广角镜头拍出来的照片，近的东西更大，远的东西更小，从而让人

感到拉开了距离，在纵深方向上产生强烈的透视效果。特别是用焦距很短的超广

角镜头拍摄，近大远小的效果尤为显著。

4.可夸张变形。一般来说，被摄体被夸张而发生变形是广角镜头使用上的大

忌。实际上，被摄体被适当夸张、变形并非一定不可取。有经验的摄影师常常利

用广角镜头将被摄体作适度的变形，把一些非常不起眼的，人们熟视无睹的景物

拍得不同寻常。当然，用广角镜头进行夸张、变形的表现手法，一要根据题材的

需要，二要少而精。不管题材是否需要，滥用广角镜头夸张、变形的表现手法，

一味从形式上追求怪诞离奇的效果是不足取的。

4.鱼眼镜头

以适用于 35 毫米单镜头反光照相机的交换镜头为例，鱼眼镜头是一种焦距

约在 6-16 毫米之间的短焦距超广角摄影镜头，“鱼眼镜头”是它的俗称。为使

镜头达到 大的摄影视角，这种摄影镜头的前镜片直径且呈抛物状向镜头前部凸

出，与鱼的眼睛颇为相似，“鱼眼镜头”因此而得名。

鱼眼镜头 大的作用是视角范围大，视角一般可达到 220°或 230°，这为

近距离拍摄大范围景物创造了条件；鱼眼镜头在接近被摄物拍摄时能造成非常强

烈的透视效果，强调被摄物近大远小的对比，使所摄画面具有一种震撼人心的感

染力；鱼眼镜头具有相当长的景深，有利于表现照片的长景深效果。鱼眼镜头的

成像有两种，一种像其他镜头一样，成像充满画面；另一种成像为圆形。无论哪

种成像，用鱼眼镜头所摄的像，变形相当厉害，透视汇聚感强烈。



鱼眼镜头的体积较大。以适用于 35 毫米单镜头反光照相机的鱼眼镜头为例，

当将这种鱼眼镜头安装在体积较小的 35 毫米单镜头反光照相机机身上时，有一

种“头（镜头）大身体（机身）小”的感觉，且由于鱼眼镜头重量不轻（如尼柯

尔 6毫米/F2.8 手动对焦鱼眼镜头重达 5200 克），单镜头反光照相机装上鱼眼

镜头后，照相机和镜头的整体重量增加，重心前移，摄影者持握照相机进行拍摄

时要注意持稳照相机。如前所述，鱼眼镜头的前镜片直径大且向镜头前部抛出，

故这种镜头无法像普通镜头那样安装滤光镜。鱼眼镜头通常采用内置滤光镜的方

式，根据拍摄需要，由摄影者操纵镜头上的滤光镜转换环，使需要的滤光镜转换

至镜头的摄影光路中。鱼眼镜头的前镜片是整个镜头中相当重要的镜片，由于它

向镜头前部抛出，故摄影者在拍摄操作（尤其是凑近被摄物拍摄）时要特别注意

不要碰撞镜片。另外，有些老式的鱼眼镜头与 35 毫米单镜头反光照相机连接时，

镜头后部插入照相机机身较深，照相机的反光镜必须翻起锁定，照相机的五棱镜

取景器将不能使用，需在照相机上设置附加的取景才能进行摄影。

5.微距镜头

微距摄影镜头是指无需安装近摄镜、近摄接圈或近摄轨道皮腔等近摄附件就

能用来微距或近距摄影的专用摄影镜头。

微距摄影镜头是以专门拍摄微小被摄物或翻拍小画面图片为目的的摄影镜

头，这种镜头的分辨率相当高，畸变像差极小，且反差较高，色彩还原佳。微距

摄影镜头在近摄时具有很不错的解像力，可在整个对焦范围内保持成像质量不发

生太大的变化。一般的摄影镜头主要用于拍摄通常焦距内的景物，它不能直接用

来近摄。利用一般摄影镜头近摄，是需要在镜头上加装近摄镜、近摄接圈或近摄

皮腔等近摄附件后方能进行，但一般摄影镜头加装了近摄镜、近摄接圈或近摄皮

腔等近摄附件后，就处于“近摄”状态，就无法迅速从“近摄”状态回到普通摄

影状态，就是说，用一般摄影镜头加装近摄附件的办法，难以交替进行近距摄影

和普通摄影。而微距摄影镜头则不同，它的近摄不依赖别的近摄附件，全部近摄

操作都在镜头本身上进行，它可在近摄至无限远之间连接对焦，从而能从近摄状

态迅速调整至普通摄影状态，这为摄影者交替进行近距摄影和普通摄影提供了方

便。

微距摄影镜头一般有两种结构。一种微距摄影镜头采用内置伸缩镜筒的结

构，另一种采用交换镜头内光学镜片组前后位置的结构。前者在普通摄影时，摄

影者只要旋转镜头对焦环就能进行正常的对焦，如果想近摄，只要把已旋转至

近对焦处的对焦环继续旋转，就能把镜头的整个光学系统随同内置的镜筒同步前

移，从而使像距增大，达到近摄的目的；后者以变换镜头内光学镜片组前后位置

来获得较高的影像放大率，从而达到近摄的目的。

常见的微距摄影镜头有尼柯尔 Micro 55mm/F2.8 手动对焦微距摄影镜头等。

6.增距镜头

增距镜头又称望远转换镜或焦距增长器，它是一类比较特殊的光学器件，由

多片光学镜片组成，其作用是增长原有镜头的焦距。由于增距镜是一个呈凹透镜

作用的光学系统，所以不能单独成像的，要与呈凸透镜作用的常规镜头一起使用

才能得出清晰的物像。

增距镜的倍率有多种。常见的有 2倍(俗称增倍镜)、1.7 倍、1.4 倍和 1.6 倍，

也有少数是 3倍的。镜片数一般为四至七片不等。增距镜一边是卡口，与镜头的

卡口一样，用于连接到照相机机身上；另一边是卡环，与单反机机身上的卡环一



样，用于连接镜头。使用时，先将单反机上的镜头卸下来，将增距镜接在机身上，

然后再将镜头接在增距镜上，即增距镜在机身与镜头之间。

不同倍率的增距镜可以将原镜头的焦距扩展至不同的范围。如一只 2倍的增

距镜可将 50mm 的标准镜头变成 100mm 的中焦镜头；而 1.4 倍的只能将它变成

70mm 的镜头。但是增距镜只能用于 50mm 以上的镜头，如果与广角镜头合用时，

可能会出现遮角现象。

接上增距镜后，原镜头上的一些参数是不会改变的，如 短聚焦距离。如果

原镜头的 短聚焦距离为 0.5 米，加上增距镜后仍是 0.5 米，由于焦距增长，

所以可以得到更大的影像。

7.变焦镜头

在一定范围内可以变换焦距、从而得到不同宽窄的视场角，不同大小的影象

和不同景物范围的照相机镜头称为变焦镜头。

变焦镜头在不改变拍摄距离的情况下，可以通过变动焦距来改变拍摄范围，

因此非常有利于画面构图。由于一个变焦镜头可以兼担当起若干个定焦镜头的作

用，外出旅游时不仅减少了携带摄影器材的数量，也节省了更换镜头的时间。

变焦镜头 大的特点，或者说它 大的价值，还是在于它实现了镜头焦距可

按摄影者意愿变换的功能。与固定焦距镜头不同，变焦距镜头并不是依靠快速更

换镜头来实现镜头焦距变换的，而是通过推拉或旋转镜头的变焦环来实现镜头焦

距变换的，在镜头变焦范围内，焦距可无级变换，即变焦范围内的任何焦距都能

用来摄影，这就为实现构图的多样化创造了条件。变焦距镜头自身的任何一级焦

距与别的相同焦距的固定焦距镜头功能是一样的。但变焦距镜头不限制摄影者使

用哪一级焦距，因而在使用操作上要便利灵活得多。它省却了外出拍摄时需携带

和更换多只不同焦距镜头的麻烦。甚至在临按照相机快门前，摄影者还能通过变

换镜头焦距对被摄体进行取舍，对画面进行剪裁，以期在拍摄前把画面构图安排

得更为理想。

变焦距镜头变换焦距的快捷程度，是固定焦距镜头通过更换镜头变换焦距无

法相比的。35 毫米自动袖珍照相机或部分 35 毫米单镜头反光照相机的变焦距镜

头还采用了电动变焦模式，电动变焦不仅仅是省力和便捷，更重要的是实现了均

速变焦，这为摄影者通过焦距得细微变化剪裁画面、确定构图十分有利。变焦距

镜头通过在照相机快门开启的瞬间变焦，还能进行“爆炸效果”。有的照相机还

依靠自动控制变焦距镜头的焦距变换实现自动构图功能。 新颖的 35 毫米单镜

头反光照相机，还设置了自动记忆镜头焦距的功能，这一功能可允许摄影者设定

照相机记忆一种或数种使用频率较高的镜头焦距，随时能在将镜头焦距变换至先

前记忆的焦距上来。

8.定焦镜头

顾名思义，定焦镜头没有变焦功能。定焦镜头的设计相对变焦镜头而言要简

单得多，但一般变焦镜头在变焦过程中对成像会有所影响，而定焦镜头相对于变

焦机器的 大好处就是对焦速度快，成像质量稳定。不少拥有定焦镜头的数码相

机所拍摄的运动物体图像清晰而稳定，对焦非常准确，画面细腻，颗粒感非常轻

微，测光也比较准确。

9.柔焦镜头

一种不依靠柔光镜或柔光纱等柔光附件的条件下，仅凭镜头自身所设的柔光

功能排出的柔光效果的专用摄影镜头。



柔光摄影镜头 主要的特点是，在镜头的透视光路中，设置了一个与主光轴

垂直的多孔金属片。被摄体光线进入镜头，通过金属片上的小孔就会产生扩散现

象，这样， 终在胶片平面上的成像呈现为柔光的效果。柔光摄影镜头的柔光效

果强弱控制有两种，一种是由摄影者通过调节镜头的光圈进行控制，当把镜头光

圈调至 小档位，柔光效果可减至 弱，这时，摄影者可以把柔光镜头当作普通

摄影镜头使用。另一种是柔光摄影镜头本身设有柔光效果控制功能，这种镜头上

设有柔光调节装置，将柔光效果强弱分为多档，比如设有“无柔光效果”、“弱

柔光效果”、“中柔光效果”和“强柔光效果”等多档供摄影者选择。

柔光镜头在人像摄影领域的使用非常广泛，这种摄影镜头 主要的作用是，

在聚焦准确的前提下，被摄体光线通过金属片上的小孔产生扩散现象，减弱摄影

镜头对被摄物细部“锐利”的刻画性能，从而避免被摄物上细微的疵点被镜头清

晰地记录下来，影响被摄物的整体美感。柔光摄影镜头的另一作用是，恰当的使

用，可使被摄体形成一种具有朦胧意境的效果。

10.防抖镜头

为避免摄影者手持远摄镜头摄影时因难以持稳相机而影响画面成像质量而

研制开发出来的一种新型摄影镜头。

防抖镜头 主要的特点是，镜头上安装上了专用的减轻震动光学补偿装置，

这种光学补偿装置由摆动陀螺仪和移动光学系统组成。被摄体光线轻过摄影镜头

达到胶片表面成像时，因采用低速快门或镜头焦距远摄端时由摄影者手持照相机

拍摄或别的原因造成相机和镜头的晃动，使被摄物光线在胶片表面的成像产生模

糊现象。为防止或减弱这种现象发生而设计的减轻震动摄影镜头，能够消除因镜

头晃动而引起的镜头光轴偏移，使到达胶片表面的被摄体光线保持相对稳定的位

置。

防抖镜头的工作原理是：把因采用低速快门或镜头焦距远摄端时由手持相机

引起的镜头光轴晃动分解为纵动（上下方向的晃动）和横动（左右方向的晃动），

依靠镜头内设的摆动陀螺仪（即角速度传感器）检测镜头光轴晃动的偏差程度，

检出数据被送到微电脑中作超高速的计算，计算结果又被传换为驱动信号，然后

在消除晃动影响的方向上驱动由磁路板和磁石一体化结构的移动光学系统进行

晃动补偿， 终达到防止或减弱震动影响的目的。减轻震动摄影镜头的晃动检出、

电脑超高速计算和驱动移动光学系统进行晃动补偿的整个过程，在照相机快门打

开、胶片进行曝光的过程中，以 短的间隔反复进行。

美术馆、博物馆、剧场、音乐厅等处一般禁止采用闪光灯摄影，这些场合一

般也不便于使用三脚架，故在这种场合使用减轻震动摄影镜头进行手持照相机拍

摄就能达到较好的效果。此外，摄影者也可依靠减轻震动摄影镜头特有的功能进

行较低快门速度的拍摄，用较低快门速度把被摄体拍成特殊的效果。在有的情况

下，可不必为了避免震动而采用高速感光片，而仍然采用中等速度的感光片把被

摄体拍成颗粒较为细微的效果。

11.折返镜头

一般的摄影镜头，当光线通过镜头时，从第一组镜片进入，直接到达胶片。

这类镜头如焦距达 300mm-500mm 甚至 1000mm 时体积会很大，重量也会增加数倍，

使用起来会极不方便，而折反镜头利用光线折反得原理，使光线通过第一组镜片

时，不是直接到达胶片，而是经过两次反射后才到达胶片。折反镜头 大限度得

缩小了体积、重量，也降低了成本。



由于光学结构的特殊性，折返镜头不但体积小、重量轻，而且还没有恼人的

色差现象，画质表现优良。不过出于对体积的妥协，折返式镜头只有一级光圈，

即无法调整光圈的大小。这不但使得景深控制比较困难，而且对曝光也提出了较

高的要求。当需要以特定曝光时间进行拍摄时，便只能利用减光镜来控制曝光了。

目前市场上一般500mm折反镜头的光圈是F8，而肯高在2006年发布的500mm

F6.3 DX 镜头打破了这个标准的定律，也让不少喜欢使用长焦镜头拍摄的用户翘

首企盼。

12.移轴镜头

移轴摄影镜头是一种能达到调整所摄影像透视关系或全区域聚焦目的的摄

影镜头。

移轴摄影镜头 主要的特点是，可在相机机身和胶片平面位置保持不变的前

提下，使整个摄影镜头的主光轴平移、倾斜或旋转，以达到调整所摄影像透视关

系或全区域聚焦的目的。移轴摄影镜头的基准清晰像场大得多，这是为了确保在

摄影镜头光主轴平移、倾斜或旋转后仍能获得清晰的影像。移轴摄影镜头又被称

为“TS”镜头（“TS”是英文“Tilt&Shift”的缩写，即“倾斜和移位”）、“斜

拍镜头”、“移位镜头”等。

35 毫米单镜头反光照相机采用移轴摄影镜头后，使得这种单镜头反光照相

机也具有了大型组合式照相机那种通过调整皮腔控制透视的功能，从而扩展了

35 毫米单镜头反光照相机的使用范围，在专业摄影领域，移轴摄影镜头的作用

相当大。移轴摄影镜头主要有两个作用，一是纠正被摄物的透视变形；二是实现

被摄体的全区域聚焦，使画面中近处和远处的被摄体都能结成清晰的影像。移轴

摄影镜头在建筑摄影中的运用 多。拍摄建筑物的外形，多用广角焦距的摄影镜

头拍摄，但由于广角镜头近大近小的透视效果，使拍摄出来的建筑物外形线条向

上方汇聚，而利用移轴拍摄镜头拍摄建筑物外形，能依靠镜头的透视调整功能纠

正这种线条汇聚现象，使画面中出现的建筑物没有通常的那种倾斜、甚至好像要

倾倒的感觉，仍然表现得很垂直。移轴摄影镜头还常常被用来拍摄全区域聚焦得

画面。商业摄影中的产品广告拍摄，常把这种镜头的平移和倾斜拍摄功能组合使

用，在纠正被摄体透视变形的同时，获得一般摄影镜头难以达到的全区域聚焦的

效果。

13.UV 镜头

UV 是英语单词 Utlraviolet 的缩写，意思是紫外线，因此 UV 镜头又叫做紫

外线滤光镜，通常为无色透明的，不过有些因为加了增透膜的关系，在某些角度

下观看会呈现紫色或紫红色。

在使用传统相机用胶片拍摄的时候，由于胶片的化学特性，其对阳光中的紫

外线尤其敏感，在紫外线强的地方，使用胶片拍摄来的照片普遍偏蓝、泛白，严

重影响了照片品质。在镜头前加一块 UV 镜，可以有效过滤掉紫外线提高照片的

清晰度。

到了数码时代，由于数码机的核心部件 CCD 不再像胶片那样对紫外线过于敏

感，所以 UV 镜对紫外线的过滤功能被逐渐淡化，但因油污、手印、划伤对于镜

头镀膜的损伤依然存在。此时的 UV 镜，更多地担当起了保护镜的角色。

UV 镜适用于海边、山地、雪原和空旷地带等环境下的拍摄，能减弱因紫外

线引起的蓝色调。同时对于数码相机来说，还可以排除紫外线对 CCD 的干扰，有

助于提高清晰度和色彩还原的效果。

14.偏振镜头



偏振镜头又称偏光镜，分为圆偏（cpl）和线偏(pl)两种。

光线本身是一种电磁波，经反射和漫射之后，某个方向的振动会减弱，从而

成为偏振光，因而，光滑物体表面的反光和天空的漫射光就是偏振光，而这些光

线会影响摄影成像的清晰度。偏振镜可以选择让某个方向振动的光线通过，于是

使用偏振镜可以减弱物体表面的反光，可以突出蓝天白云和压暗天空，在静物摄

影和风光摄影中，偏振镜十分有用。。详见： 偏振镜原理用途全面剖析 ， 偏

振镜的用途与使用技巧， 线偏振镜（PL）和圆偏振镜（CPL）的原理与使用

15. 滤色镜头又称滤色片或滤镜。围绕光的波长对影调、色调进行调节的滤光器。

通常是加在摄影光学镜头前方或后面用的有色滤色片。

滤色镜通常是由有色光学或有色化学胶膜制成。使用时将它装置在镜头前或

镜头后，用它来调节景物的影调与反差，使镜头所摄取的景物的影调与人的眼睛

所感受的程度相近似，也可以通过滤色镜来获得某种特定的艺术效果。滤色镜在

摄影创作、印刷制版、彩色摄影及放大和各种科技摄影中被广泛利用。

按制作材料上的区别来看，常见的滤色镜可分为色胶膜、玻璃夹膜和色玻璃

三种：

色胶膜滤色片：色胶膜滤色片是一种特制的有色透明化学薄胶色膜。它的优

点是透明度很高，颜色种类较多，制作成本较低，尺寸大小可根据需要随意剪裁。

在电影摄影机、照相机和放大机中都有应用。但是它没有防污染的保护层，容易

弄脏和损坏，遇到高温时色泽容易消褪，不宜长期使用。

玻璃夹膜滤色镜：玻璃夹膜滤色镜是由两片无色玻璃夹一层有色胶膜粘合而

成。它的优点是透明度很高，用化学方法制成的色素等级较多，对各种色光具有

较高的吸收和通过能力，便于擦拭和保存。在电影摄影、彩色放大机中广为采用，

照相机使用这类滤色镜也不少。但是两片玻璃所夹的胶膜，如受潮或受震，容易

使镜片开胶或变质；两片玻璃粘合起来厚度较大，如玻璃研磨不精良，还可能引

起镜头的焦点发生变化而影响结像的清晰度。

色玻璃滤色镜：色玻璃滤色镜是选用质地优良的有色光学玻璃研磨制成。它

的优点是透明度高，研磨厚度较薄，不会改变镜头的焦点，吸收和通过各种色光

的能力较强，即使受潮受热，颜色照样保持不变。现代摄影中，普遍彩这种滤色

镜。但是由于有色光学玻璃的颜色调制工艺方面的原因，它的各种色素等级不如

色胶膜、玻璃夹膜滤色镜那么多。

以上三种滤色镜， 常见的是色玻璃滤色镜和玻璃夹膜滤色镜。此外，还有

一种液滤色镜，是将有色液体注入透明器具里，色液的深浅浓淡可随时按照国际

固定标准调制。把这种盛有色液的器具置于摄影机镜头前，达到调节被摄物色调

的目的。这种色液滤色镜是专门供科学实验室内进行特殊摄影使用的。

各种滤色镜的不同颜色，是由各种不同的色素构成的。同一色素的密度不一

样，所形成的同一颜色的深浅浓淡也各不相同。按色素的区别，常用的滤色镜可

分为黄、黄绿、橙、红、绿、蓝多种。每种颜色的滤色镜，按色素密度的不同，

又有深浅浓淡之别，通常用阿拉伯数字标定滤色镜的色素密度，这就是滤色镜的

号数。

不同颜色的滤色镜对各种色光的通过率也不相同。同一种颜色的滤色镜，其

颜色的浓淡程度不同，对色光吸收和通过程度也有区别，颜色深的吸收多通过少，

颜色淡的吸收少通过多。按照滤色镜各色的色素密度可分为弱性、中性和强性三

种：



弱性滤色镜：弱性滤色镜只能吸收紫外线和少量的蓝紫光线，其他色光能全

部通过，吸收力小，通过率大。所拍摄的照片的影调与被摄物体的色调相比较，

没有明显的差别（分色片和盲色片例外）。通常所用的 0号微黄和 1号淡黄滤色

镜都属于弱性滤色镜，使用这种滤色镜，一般不会影响曝光量，大多在照度较弱

或被摄物体运动较快时使用。

中性滤色镜：中性滤色镜能吸收大部分蓝紫光线，吸收力较大，通过率略小。

所摄取的照片的影调与被摄景物的色调相比较，显得自然适度，达到较理想的效

果。通常 2、3号黄色与 1号橙色及黄绿和淡绿色滤色镜属于中性滤色镜， 是摄

影中常用的滤色镜。在拍摄风光、花卉、雪景、建筑物、室外人像和静物时，常

常是离不了中性滤色镜的。

强性滤色镜：强性滤色镜能吸收全部蓝紫光线，只能通过所需要的部分色光，

吸收力极大，通过率很小。所拍摄的照片的影调与被摄景物的色调比较，反差强

烈，对景物颜色的调节超越了自然状态。通常 2、3号橙色，4号黄色、深绿色

和 2号红色等浓颜色的滤色镜属于强性滤色镜。用它拍摄远景风光，能消除空气

透视中的薄雾，使远景分外清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