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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景摄影



恒星、行星、星座、星云
星星和星轨页面提供了许多功能。第一个功能是在任何时间
和位置找出天空上的主要恒星、行星、星座和星云位置。
请参见下面的红色圆圈区域。

点击星星名称，您能看到可以按不同类型过滤的星星列表，您还可以
通过它们的仰角和方位来选择过滤。
例如，您计划拍一个星云的深空摄影，想知道哪个星云比较合适，您
可能希望它的仰角不要太高、也不要太低这样地面光污染不会影响它。
假设东边有一个大城市，您得避免来自那个方向的光污染。 有了这些
要求，您可以选择仰角从20°到70°，除了东边以外的所有方向来拍摄。
请参见下面的屏幕截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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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轨和星轨模拟
第二个功能是找出什么时候是开始拍摄星轨的最佳时间。
首先夜空亮度足够黑，而且不受月亮影响。

注意：我们在计算开始和结束时间
时考虑月出和月落， 这可以在设
置“星轨计算时是否考虑月亮”中
更改。 如果您觉得有点月亮拍星
轨也行，您可以更改设置为眉月。
修改后，我们这里计算时间会忽略
天空上的眉月。

黑暗的夜晚开始时间，或者如
果有月亮情况下的月落时间

黑暗的夜晚结束时间，或者如
果有月亮情况下的月出时间

时间区间 星轨滑过的角度

您还可以在取景框中预览星轨的长度和构图。 下面的模拟是从下午
6:16到9:16（见最下面的当前时间）结束的星轨，正如您看到的，我将
北极星与上优胜美地瀑布对齐，这样拍摄到的照片构图会比较有意思。

黄线表示所选星星可见的时间
段，它会在月亮升起时结束。

这是月亮可见
的区间

北极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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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下播放按钮
开始星轨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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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星轨的500法则
此页的另一个功能是找出避免产生星轨的最长快门，也就
是所谓的500规则。

这个意思就是：为了避免的照片
上出现星轨，如果使用14毫米镜
头，快门速度需要小于36秒。

您可以点击焦距值更改焦距。

您可以选择三种规则来避免星轨。500规则是最常用的规则，也就是500除以焦距，得到的数值
就是最慢的快门秒数。
600规则比500规则更宽松。 如果您使用比较慢的镜头（比如光圈大于F4），您可以考虑使用这
个600规则。
混淆圈规则（英文是CoC）是PlanIt独创的规则。 这个规则背后的原理就是运用了计算景深时候
用到的混淆圈原理，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称之为混淆圈规则。混淆圈规则是三个规则中最严格的一
个。如果您有一个比较快的镜头（光圈比F2还快，通常只会是定焦镜头），您可以考虑采用这个
规则来保证照片上的星星的最大锐度。
这里做一个对比：同样的24mm的镜头，按照600规则是25秒快门；500规则是21秒；混淆圈规
则是15秒。实际运用时，如果我用的是24mm F1.8的镜头，我会毫不犹豫地用15秒来拍摄；如
果我只是F2.8的镜头，我可能还是会用21秒快门，因为担心15秒的曝光不足。当然如果您的相机
高感非常好，可以轻松上到6400以上，您也可以考虑加大ISO然后还是用15秒曝光。

按此按钮切换到避免星轨
模式。

有时您会看到时间值后
的小字“+1天”，这表
示它是当前日期之后一
天的时间。

如果时间值前写了小字
“-1天” ，则表示它是
当前日期之前一天的时
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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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河

银河是夜景摄影中一个非常有趣的拍摄题材。 对于有些可
能一辈子都未见过银河的人来说，第一眼看到它是一种震撼。
银河其实可以理解为是围绕地球360°的一条宽而发亮的不规
则光带。 因为我们在地球上，只能看到整条光带的一半。
这条光带的大部分是暗的。 摄影师最感兴趣的是光带最亮
的部分： 银河中心，我们在PlanIt里简称为银心。

我将必须介绍一些关于银河如何移动的背景
知识，否则您将无法了解的PlanIt中的两个银
河相关页面的设计。

背景知识

像其它星星一样，银河系不是相对于地球中心移动的（至少在
人类生命周期的长度上）。它是地球的自转，使得银河系看起
来像“移动”。虽然我们使用24小时作为一天（太阳日），它
需要地球23小时56分钟4.1秒旋转一次（也称为恒星一天）。
换句话说，如果您今天晚上9点在天空的某个位置看到银河，
那么在23小时56分4.1秒（明天下午8点56分左右）之后，您
会再次看到银河在完全相同的位置，然后后天的第二天下午
8:52，以此类推。

在地球上的任何位置，银河系每天移动和重复自己。然而，在
某些情况下，天空太亮，看不到银河。所以找到银河并不是真
的要找到位置（因为位置是固定的），而是找到足够黑暗的时
间。

如果您明白了，您可以继续阅读下一页。否则，请再读一遍，
直到您理解为止。



银河相关的两个页面

银河相关的功能，在银河中心页与银河搜索页里面。

银河中心页：显示银河中心的位置，其方位角范围和仰角
范围，以及银心可见区间。

什么时候使用哪个页面？

如果想知道今晚或者在一个固定的日期是否可以看
到银河，查看银河中心页面。 您可以将其与“事件”
页面结合使用，因为“事件”页面将显示银河中心
或者银河拱形处于特定位置的事件列表。

如果您想决定哪些夜晚去一个地方拍摄银河照片的
某种构图，使用银河搜索页面找出所有可能的夜晚。

银河搜索页：找出银河在某个位置的所有可能日期/时间，
这些时间夜空都是足够黑的。



银河中心
将相机位置设置到优胜美地国家公园的冰川点（Glacier Point），那里可以拍摄180°全景，而且正好朝东，是拍银河
拱形的绝佳位置。 以下图为例，在2018年的6月16日，银河中心从晚上10:17到第二天凌晨3:41可见 ，5h24‘则是
持续时间。

对于上述的整个持续时间，银心仰角范围为
12.9°至23.3°，方位角范围为143.7°至215.3°。
在当前时间（10:22，参见底部的时间），银
心在13.6°仰角和144.7°方位角。

银河中心

您实际上可以在地图上看到银河的形状
（左图），但很难可视化。 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创建了一个虚拟取景框视图（右图）

银河
中心

虚拟取景框应该还是比较直观的，但是地图视
图有用吗？ 有用的。您可以看到月亮在地图模
式上的位置，但是如果月亮在后面，您不能在
虚拟取景框中看到它。 有时，您可以在有月亮
时拍摄前景，等月亮落下后拍银河，然后后期
合成到一起，这也是很多夜空摄影师使用的一
种技巧。有时候月亮很低时候对银河亮度影响
不是很大，可以不用合成就可以一张同时拍摄
到亮度合适的银河和前景。

银心的可见区间

月亮的可见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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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河搜索
从上一个银河中心页面，我们已经知道，可以在2018年6月16日的冰川点可以拍到银河拱形。您
也许会问，如果哪天没空怎么办？ 其它日子是不是也可以拍到这样的构图呢？ 可以的，只要切换
到银河搜索页面就可以看到。如下：

将时间范围更改为2018年的全年，您
将看到立即显示123个结果。 点击它，
就可以看到右图的结果列表。

从 右 图 可 以 看 到 ，
2018/02/16是2018年的第
一个可以看到30°仰角的银
河拱形的日子，但是这一
天并不是一个最好的日子。
为什么呢？ 请注意太阳仰
角。 在凌晨5:18时，太阳
已经在 -18.1°仰角，这意
味着它马上就要升起了，
您只有几分钟时间可以拍
摄。

月亮高度。
当拍摄MW照
片时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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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滤银河结果
虽然我们得到了123个结果，每个结果的光线情况并不一样，我们要进一步分析才能找到
最佳的日子。为此，我们可以使用过滤功能，它和前面在日月搜索使用的过滤功能差不多。

一般来讲，拍摄银河时，我不喜欢太大
的月亮，所以我选择没有月亮，或者加
上两个月牙（峨眉月、亏眉月）的选项，
这时还有73个结果。之所以选择月牙
是因为天空略有月牙的光照，前景会容
易拍得多。否则在一个全黑的地方，
ISO又不想设置太高，拍摄前景可能要
长曝十来分钟才行。如果有月牙光照的
话拍摄速度就快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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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完美的夜晚
现在我再用一个过滤条件。假设我们都是上班族，只有周末有空。 这时就只剩下22个结果了。

一般来讲，这些就是我们想要的
结果了。不过，对这个地方还有
一点我们需要考虑， 冰川点不会
一年四季开放， 去那的公路冬天
会关闭，春天才打开，每年重新
开放的日子还不一样。 从右侧的
表格中，您可以看到开放时的日
期列表。 假设它在3月28日开放
（这是过去9年中最早的日期）也
只有十几天是可能的。 如果它在
5月29日开放，和2010年一样，
那么就只有5天可能了。

希望从这个例子，您可以看到提
前计划的重要性。如果用别的办
法，可能要手工计算很久，使用
PlanIt就可以很方便快速地完成这
样的计划。

年份
冰川点
开发日期

冰川点
封路日期

2018 Apr 28 Nov 16

2017 May 11 Nov 14

2016 Apr 19 Nov 16

2015 Mar 28 Nov 2

2014 Apr 14 Nov 28

2013 May 3 Nov 18

2012 Apr 20 Nov 8

2011 May 27 Nov 19

2010 May 29 Nov 7
Data from : https://www.nps.gov/yose/planyourvisit/tiogaopen.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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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河和月亮的配合
前面我们已经提到，可以用月亮给前景补光。为了更方便地找到这样的夜晚，我们增加了
月亮位置的过滤器。如下图的月亮和银河中心相反方向，并且比较接近地平线，这些夜晚
是靠月亮给前景补光的最佳夜晚。

1 2另外我们还可以拍摄月亮在银拱中心的构
图。如右图，选择月亮和银河中心相同的
方向即可。每年会有几个月有一到两天可
以拍摄到这样的构图。拍摄这样的构图一
定要在月亮刚刚升起时候抓紧时间拍摄。
月亮一旦升起来以后就会太亮，导致银河
中心没法看见。

具体案例可以参照下面这篇公众号文章。
https://mp.weixin.qq.com/s/GPewVgXTn
NOttVqkLTmIFA

https://mp.weixin.qq.com/s/GPewVgXTnNOttVqkLTmIFA


流星雨
在流星雨期间，我们可能在天空的任何地方看到流星。但是如果该流星属于某个流星雨，那么它就应该从流星
雨的辐射中心射出。当我们拍摄流星雨时，我们的目标是捕获尽可能多的流星，这意味着我们需要将相机指向
天空上正确的位置，也就是流星雨的辐射中心。在流星预测页面的第一行就显示辐射中心的仰角和方位角。

点击流星雨名称将允许您选择一个流星
雨。我们列出了25个流星雨，大的是1
月份的象限仪座流星雨，8月的英仙座，
12月的双子座。

流星雨
可见期

月亮
可见期

这三个日期是流星雨活跃期的开始，
高峰和结束日期。 您可以长按其中
一个来设置当前日期。 在取景框中，
当前日期在开始和结束日期之间时，
我们只会在其位置显示流星雨图标。
日期通常为白色。 如果是绿色，表
示当前日期在流星雨的活跃范围内。

对于任何流星雨，我们列出了两个重要
因素来确定流星雨是否足够大。
第一个因素：ZHR，也称为天顶小时率。
它是观察者在一小时内的高峰活动中看
到的流星数。
第二个因素：r值，它表示流星雨的强
度分布。它的范围从2.0到3.0，从最亮
到最暗，任何低于2.5被认为是明亮的。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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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摄流星雨时的构图
前面提到要捕获尽可能多的流星，您应该在取
景框中包括流星雨辐射中心，并在其周围预留
一些范围，以便您可以捕获整个流星轨迹。

流星雨可见的期间

月亮可见区间

如果您打算做一个流星雨的
延时，您不需要担心这一点。
但是如果您后处理打算把所
有的流星叠加到一张照片里
面，请在构图时注意下面这
点。如果可能，您可将北极
星包括在取景框里面。 为
什么？ 因为星星在移动，
所以当我们把所有的流星合
并在一张照片里，我们将旋
转天空部分，使每张照片的
星星都对齐，然后再合成流
星。 有北极星会让旋转天
空时对齐星星容易得多。
如果想知道如何操作，请观
看David Kingham做的这
个视频：
https://youtu.be/u7JVwSX1i
Ag 

这两个角度是流星雨的位置，分别为
仰角和方位角。

首先，我在流星雨活动期间选择一个日期。 在这个
例子中，我选择了2018年8月13日至14日的夜晚，
因为它是一个没有月亮的黑夜。 其次，我选择非常
广的14毫米镜头，以便捕获更多的流星。 现在我将
决定我在模拟取景框中的构图。

Starting 
Position

Ending 
Position

在取景框中，我将时间设置为天空足够
暗（如果可能，没有月亮）的开始时间。
然后我拖动时间滚动条，观察流星雨图
标在取景框里面移动，直到天空变亮。
然后我会调整取景框，确保流星雨在整
个过程都可见，并且不会到取景框的边
缘。

北极星
不会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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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空暗度
对于任何天文摄影，找到一个黑暗的地点是最重要的一步。 随着现代城市扩张的光污染，我们看到越来越少的
星星。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该应用里面加了一个暗空地图。

此位置的波特
尔暗空分类法

选择一个不同的单位
来描述黑暗的天空。
我们默认使用波特尔
暗空分类，因为它是
一个从1到9的简单
数字。

您可以点击黑暗的天
空值或彩色圆圈，查
看该波特尔值的含义。

1
2

3

如果要更改默认暗空
空单位，请选择其中
某一行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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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特尔暗空分类法

 1级（天空完全黑暗）

 2级（典型的真正黑暗）

 3级 （乡村的星空）

 4级 （乡村/郊区）

 5级 （郊区的星空）

 6级 （明亮的郊区星空）

 7级 （郊区/城市）

 8级 （城市的星空）

 9级 （市中心的星空）

可能

不好

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