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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想10年前，智能手机刚进入大众视野时，拍摄仅
是这类移动通信设备的其中一个辅助功能。如今，拍摄
已成为手机不可缺少甚至是最重要的功能之一。大部
分消费者选购手机时，都会先了解手机镜头的参数与拍
摄性能。

随着智能手机竞争的日趋剧烈，各大厂商投入到手
机拍摄的研发成本也越来越高。这不仅带来硬件的升
级与照片质量的飞跃，更发掘了一系列以往无法想象的
拍摄场景。全媒体记者发现，习惯使用专业单反拍摄的
摄影达人、专业人士，近年对智能手机拍摄照片/视频的
接受程度不断提升，一些摄影达人表示，从过去拿专业
相机到现在拿起手机随手拍，如今一些专业照片、视频
甚至都用手机直接搞定，“因为手机轻便，而且成像与滤
镜、玩法也越来越多了”。

犹记得早年，有观点提出：“手机拍摄将会取代传统
相机。”虽然这么多年下来市场证明是伪命题。但不容
忽视的是，近年来手机拍摄性能的升级反过来打破了传
统相机行业的格局和生态，促使了影像行业加速新技
术、新机型的更新迭代。

与此同时，随着通信技术的发展，进入5G时代，智
能手机的拍摄就有了更大的想象空间。正如一位用户
所言，现在不再是研究手机拍照拍得好不好，“反而会注
重拍视频能力”——毕竟，随着抖音、朋友圈短视频、
vlog的流行，随手来一段视频已逐渐成为“00后”“90后”
的日常。

相信，不久的将来，优质的4K、8K视频拍摄，势必成
为各大手机品牌竞争的焦点。 据《广州日报》

拍摄已成智能手机竞争焦点
曾几何时，我们用以记录风景、生活、植物、动物

的工具是便携式相机、单反，如今已换成了智能手
机。近年智能手机的摄像头技术突飞猛进，不仅是像
素从数百万上升至主流的千万像素，最近，更有厂商
宣布在不久的将来，会推出高达1亿像素的智能手机
设备。

日前刚发布的iPhone 11系列，正式为iPhone的单摄
像头时代画上句号，进入双摄、三摄“俱乐部”。作为
智能手机的另一阵型，安卓系机型在拍摄性能上更加

“大胆”，尤其是国产厂商，华为上半年推出的P30系
列，其四摄一度成为安卓旗舰手机的标杆，“拍月亮”
的高倍数变焦能力，令不少用户在刚过的中秋假期过
了一把拍月亮发朋友圈的瘾。

除了屏幕技术的革新和竞争，近年来，智能手机
厂商们都致力在摄像头硬件、拍摄性能、算法以及其
他与镜头相关的技术上努力，加大研发，务求将手机
拍摄从满足日常拍摄，走进半专业，甚至专业领域。

HDR是当下摄影的流行词，现在众多
手机厂商都会强调相机加入了HDR功能
或者拥有超级 HDR 功能。到底什么是
HDR？据介绍，HDR 就是高动态范围图
像（High-Dynamic Range，简称 HDR），相
比普通的图像，它可以提供更多的动态范
围和图像细节，根据不同曝光时间的LDR
（Low-Dynamic Range）图像，利用每个曝
光时间相对应最佳细节的 LDR 图像来合
成最终的HDR图像，更好地反映出真实环
境中的视觉效果。HDR 功能如今已经能
应用在手机拍摄当中。据了解，手机启动
了这项功能后，机器会拍摄三张不同曝光
的照片，然后将这三张照片合成在一起，在
过曝光、正常曝光、欠曝光的照片中各提取
效果最出色的部分来合成，从而实现更大
的动态范围。

如今HDR功能越来越强大，有的厂商
已进化至数张照片合成，有的是AI+HDR，
有的则是根据场景自动匹配 HDR。例如
华为、OPPO 等手机厂商早前都推出了超
级HDR功能，可以拍摄多张不同曝光的照
片进行合成。苹果的智能HDR，不仅能运
用算法优化图像中高光及阴影的细节，还
可以利用机器学习技术，识别并提亮照片
中人物的面部。

摄影人士表示，HDR这项技术本质是
解决相机的动态范围。简单来说，我们在
使用相机拍摄时，会遇到一些大光比场景，
比如人背对着阳光，脸清楚了阳光就过曝
了；而阳光光线对了，脸又一片黑。这就是
因为相机的宽容度不能同时记录画面中最
亮和最暗的影像，这时HDR就应运而生。

尤其在手机等便携式的设备中，HDR
让拍摄有了更多想象空间和“聪明”的玩
法。如从去年开始，国产安卓手机厂商们
力推的逆光拍摄:在逆光环境下拍摄人像，
开启HDR后，人脸光亮清晰的同时，背景
高光部分也不会过曝，保持照片不同细节
的清晰度。

另一方面，众多厂商大力宣传的夜景
功能，可视为HDR的“升级版”。业内人士
表示，目前绝大部分智能手机夜景功能的
原理大致是通过长曝光，拍摄很多张不同
曝光、不同ISO的照片，并进行合成。通过
软件算法，挑选最好的细节，甚至肉眼都看
不到的细节也能拍摄得相当清楚。

并非所有拍摄场景都适合使用HDR，
在拍摄大型风景照、阳光下的人像、弱光和
背光的场景里都可开启HDR，高速运动的
场景则不适合。

近两年，智能手机的技术创新主要
集中在屏幕与拍摄两个方面，这已成为
业界共识。在拍摄硬件方面，手机摄像
头已从最初的单摄发展至双摄，再到当
下大热的三摄、四摄。

除了镜头，照片成像的质量与传感
器尺寸大小有着重要的关系。拍照时，
传感器上每一个像素都记录了“光信
息”，传感器尺寸大意味着能拥有更丰
富的信息。业内俗称的“大底”传感器
能带来更高的动态范围、更广的ISO范
围和更少的噪点。受限于手机机身大
小，手机内部影像传感器尺寸要小于相
机。

近年，手机硬件厂商在智能手机传
感器上陆续有了突破。如今智能手机
的传感器尺寸已达到了1/2.25英寸、1/
2英寸和1/1.7英寸三个规格。据了解，
索尼 IMX586（4800 万像素）传感器是
1/2 英寸，三星的 S5KGM1（4800 万像
素）传感器是1/2.25英寸。索尼传感器
IMX586是去年发布的，国产厂商例如
华为、vivo、OPPO、小米等旗舰机都采

用了该传感器，4800万像素成为众多手
机摄像头的标配。

同时，硬件厂商并未在像素上“止
步”。作为手机传感器市场的主流厂商
之一，三星先后发布多款 ISOCELL 传
感器，进一步提升了手机拍照的“像素
能力”，其中，BrightGW1的像素达6400
万，手机厂商realme与小米则在力争首
发这一像素的手机。

再者，今年 8 月三星宣布将推出 1
亿像素传感器ISOCELL Bright HMX，
这是目前业内首款超过 1 亿像素的移
动 图 像 传 感 器 。 据 了 解 ，ISOCELL
Bright HMX 的实际像素为 1 亿零 800
万，单位像素面积0.8μm，传感器尺寸
高达1/1.33英寸，是首款这一级别的移
动图像传感器。据介绍，该传感器在极
端光线条件下也能拍出好的照片，支持
四合一输出 2700 万像素的照片，最高
支持6K 30fps视频录制。这个1亿像素
的 ISOCELL Bright HMX 传感器是三
星与小米联合研发的，而搭载1亿像素
的机型何时会量产，暂时尚未最终公

布。
今年早些时候，华为在推出P30系

列时，华为消费者业务CEO余承东专
门介绍了全新的 RYYB 超感光传感
器。据了解，这款超感光传感器是采用
RYYB全新色彩滤镜阵列设计，进光量
能提升40%。因为这款传感器，P30 Pro
具备了强大的夜间拍摄能力。

技术分析指出，传统 CMOS 采用
的 像 素 排 列 方 式 是 RGB 阵 列 ，而
RYYB的原理简言之就是用黄色替换
绿色，黄色是绿色和红色的结合，在亮
度上是两者的叠加。通过这样的方式
带来感光能力的大幅提升。此外，
IMX650还支持四像素合一技术，将四
个同色像素排列在一起，形成一个大的
像素，也就是Quad Bayer阵列，这样可
输出高感光低噪点的照片。

据业界预期，在即将亮相的 Mate
30 系列要进一步增强暗光拍摄的能
力，应该会在IMX650传感器上进一步
做优化，同时有可能进一步增大光圈，
以提升暗光视频拍摄的能力。

除了像素的不断升级，相机摄像头的增加是让消费
者最能有感知度的。近几年，手机摄像头个数增加的速
度相当“神速”，尤其在国产安卓厂商的推进下，手机多
摄像头的发展与普及速度大大提升。目前，后置双摄已
经是目前绝大部分智能手机的配置，后置三摄、四摄则
是旗舰机型的标配。然而，虽然摄像头的个数大家都一
样，但是不同厂商则有着不同的镜头配置方案。

据了解，刚发布的iPhone 11Pro三摄是采用主流的
“超广角+广角+长焦”的镜头配置方案。其中，一个为
1200万像素的超广角镜头，拥有120°视角，实现了四倍
取景范围；一个为1200万像素的广角镜头，支持光学图
像防抖，并且支持100%的相位差对焦；第三个镜头则是
一个1200万像素的长焦镜头，支持光学图像防抖、2倍
光学变焦。尽管被外界“吐槽”，当今安卓机型摄像头像
素已达到 4800 万级别的情况下，iPhone 依然沿用 1200
万像素的摄像头，然而这次厂商“强调”的是多个摄像头
运作协同如一。

发布会上，苹果特意强调了三枚摄像头在色彩表
现、场景还原、白平衡等方向上几乎可以做到完全一
致。据悉，要达成三摄的“默契无间”，有一个基本难点
——即使三套感光元件都采用了相同的色彩系统，不同
摄像头模块的色彩和灵敏度也难以一致。因此，工程师
先对每个摄像头的白平衡、曝光等参数单独进行了精确
调校，然后再对三个摄像头整体进行调校，使不同模块
呈现出一致的效果。配合A13仿生处理器的运算能力，
使得用户在拍照的过程中，三枚摄像头可以协同工作并
在瞬间完成图像的调教和处理。

对于多摄同时工作的作用，还有另外一个隐藏功能
——拍摄画幅之外的画面。例如你使用26mm的主摄
镜头按下开门时，广角摄像头会同时启动并拍摄一张照
片，当需要裁剪时，这张纳入更多画面的照片才会出
现。据了解，那张隐藏的超广角照片会在机器中保留30
天。

至于“拍月亮”神器的华为P30 Pro，其后置四摄的
搭配包括了主摄像头为4000万像素的广角摄像头，搭配
2000万像素、f/2.2光圈的超广角镜头，而第三颗镜头则
是800万像素的潜望镜式长焦镜头，光圈为f/3.4，支持
高达10倍混合光学变焦和50倍数码变焦，主镜头和长
焦镜头均支持光学防抖，而第四个镜头则为 ToF 传感
器，用于采集3D深度信息。

观点认为，在这个时间节点，苹果拿出了这款超广
角镜头，是在跟安卓手机打差异化，后者着力于发展长
焦系统时，前者则选择的是广角路线。

无论是哪个发展方向，都体现了手机硬件厂商在拍
摄领域的思路。用户的拍摄需求是千差万别的，不同的
思路会为大家带来不同的拍摄体验。

4800万像素成国产安卓机“标配”

HDR功能：让逆光、夜
景拍摄“一键”完成 多摄像头设计：

不同思路实现不同拍摄模式

记者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