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PSA China   月刊  影艺无界 

PSA China 月刊
2016 年 8 月

August 2016



2 影艺无界  PSA China   月刊

CONTENTS

目录·2016 .8

PSA China 摄影大课堂

5 每周五 12 点半快乐摄影、轻松参赛“摄

      影交流会”欢迎参加

摄影器材

6 佳能 EOS 5D Mark IV 强势来袭 

       7  为实现更高画质进行多方位提升

       9  实现最高约 7 张 / 秒高速连拍，并采用新的

           反光镜控制系统 

       9  对焦区域及精度再次提升的第二代 61 点自

            动对焦系统

后期处理

10 调出自然清透的风景照

摄影技巧

12  跟安塞尔·亚当斯学拍风景摄影

PSA China 月刊
August 2016

10P

 6P

调出自然清透的风景照

佳能 EOS 5D Mark IV 强势来袭 



3 PSA China   月刊  影艺无界 

PSA China 官方网站 http://www.psachina.org

美国摄影学会

星标、名衔

申请

申请星标
电话：010-85657419

QQ：2723702631      

最专业、权威的

国际摄影赛事！

参赛
电话：010-85657384 

QQ：1767328360 

美国摄影学会

只要你热爱摄影

就可以加入

入会
电话：010-85657385 

QQ:864516525

   PSA China 
为中国摄影人走向世界摄影舞台搭桥铺路

PSA China 官方微信 PSA China 官方微博

扫
描
二
维
码
加
入
我
们
！

August 2016

佳作欣赏

16 特克斯国际摄影大赛金牌作品欣赏

        金奖 集锦

33    炫彩西班牙—旅行摄影作品欣赏

PSA China 人物

46   第三批精英讲师团——陈兰凤

51  PSA 国际摄影大赛

PSA China 公告

54 PSA China 代理申请 PSA 星标、名衔

       收费标准

55 提醒 PSA 会员维护会员权益的公告

因为专注，所以更专业！

39P

45P

炫彩西班牙—旅行摄影作品欣赏

第三批精英讲师团——陈兰凤

http://www.psachina.org/


 PSA China 活动招募  PSA China 活动招募

影艺无界  PSA China   月刊4



 PSA China 活动招募

您想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交流摄影

吗？您想对自己的作品有更深的了解

吗？您想与中国摄影大师有深入的交流

探讨吗？您想知道国际摄影界的摄影趋

势吗？请加入PSA China唯一官方QQ群：

169469468。我们将每周五中午 12 点半

到 13 点半在 QQ 群内进行快乐摄影、轻

松参赛“摄影交流会”活动。

无论您是使用单反机、卡片机甚至手

机拍摄，我们都一如既往的欢迎并期待

您的加入，希望大家不吝佳作，提前准

备好作品，向大家展示您的才华！ PSA 

China 愿与您一起交流摄影技术，学习探

讨摄影心得！

这里不仅是一个辅助聊天的摄影 QQ

群，更是一个学习探讨摄影技巧、知识

的大家庭，这里不仅可以交到有共同爱

好的影友，更可以结识到中国公认的摄

影大师，这里不仅是您展示才华的地方，

更是您走向世界的起点。当然，真正能

展现您摄影才华、走向世界的平台还是

在——PSA China。

交流，
PSA China 摄影大课堂

让摄影更快乐、让参赛更轻松

每周五 12 点半快乐摄影、轻松参赛“摄

影交流会”欢迎参加！

届时，由精通国际摄影赛事的邹翔宇老师

与大家分享参加国际赛事经验，并解答您参

加国际摄影赛事遇到的各种问题；

由精通摄影技术、对摄影有独到见解的赵

亚鸣老师甘当人梯，与您一同赏析摄影作品，

提供拍摄建议。

QQ 群：169469468

活动方式：群视频聊天

咨询电话：010-85657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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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摄·经验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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赶 在 Photokina 之 前

横空降临的 5D Mark IV / 

5D4，搭载了与 1DX Mark II 

基本一致的对焦系统，而且

不只是具备 f/8 镜头光圈支

持的 61 点相位对焦点，就

连 LiveView 的对焦系统也

搭载了 Dual Pixel AF 双像

素自动对焦。5D4 在分辨率

的部分也是双双升级，除了

录影加入了 4K 之外，静态

拍摄也增进到了 30.4MP，并

且支持新的镜头优化规格。

还加入了 Wi-Fi、NFC 甚至

是 GPS 也都变成内建，说真

的要说这台 5D 是系列以来

最具诚意的机型绝对不为过。

唯传奇超越传奇  将平衡进行到底  佳能发布全画幅数码单反相机新品 EOS 5D Mark IV

Canon EOS 5D Mark IV

佳能 EOS 5D Mark IV 强势来袭 
图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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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摄·经验分享

新开发的约 3040 万有效像素 CMOS

图像感应器搭配 DIGIC 6+ 影像处理器

摄影人对实现更高画质的不断追

求，始终是佳能不断推出更先进影像

技术和产品的源动力。这一次，佳能

又迈出了新的一步。备受期待的 EOS 

5D Mark IV 搭载了一枚佳能新开发的

约3040万有效像素CMOS图像感应器，

进一步满足了用户对全画幅机型的高

像素需求，带来细腻、逼真的影像作品。

这枚新 CMOS 图像感应器拥有高速信号

读取能力，并可在高感光度下带来低

噪点的画面效果。与其搭配的是性能

强劲的佳能 DIGIC 6+ 影像处理器。这

枚同时应用在 EOS 旗舰产品 EOS-1D X 

Mark II 上的处理器能通过新的噪点

处理算法，显著抑制高感光度下画面

的噪点生成。

同时，DIGIC 6+ 影像处理器还提供

了强大的机内影像处理能力，无需使

用佳能 Digital Photo Professional

软件，即可在机内实现多种画质优化

处理，有效提升画质。此外，借助

DIGIC 6+ 影像处理器，EOS 5D Mark 

IV 也实现了 DCI 4K/30P EOS 短片拍

摄功能。

▍借助强大的机内影像处理功能，

高画质轻松实现

为了使用户能够更加轻松地拍摄出

高画质影像，EOS 5D Mark IV 采用

了与新一代 EOS 旗舰机型 EOS-1D X 

Mark II 相似的机内影像处理功能，

并且针对使用更为广泛的 JPEG 图像实

▍为实现更高画质进行多方位提升

▲佳能 EOS 5D Mark IV 数码单反相机（背面）

▲佳能 EOS 5D Mark IV 数码单反相机（正面）

▲约 3040 万有效像素 CMOS 图像感应器  



现了机内影像处理的进一步

强化。除了支持对 JPEG 图像

进行畸变校正以及可改善小

光圈拍摄画质的衍射像差校

正外，EOS 5D Mark IV 还新

增了对 JPEG 图像进行数码镜

头优化的功能，该功能也是

首次在 EOS 数码单反相机上

出现。数码镜头优化功能不

仅能够补偿镜头像差，还可

以校正由于衍射现象和低通

滤镜等导致的光线变化，从

而实现更高画质。此外，EOS 

5D Mark IV 也提供了实用的

周边光量校正功能以及色差

校正功能。

在使用广泛的 EF 镜头群

时，用户以往需要借助 EOS 

Utility 软件来向相机注册镜

头校正数据，而如今这些镜

头校正数据则已经内置到 EOS 

5D Mark IV 中，该功能同样

支持接受更多镜头的校正数据。同时，深受用户好评的精致细节照片风格、白色优

先自动白平衡等实用功能也同样成为 EOS 5D Mark IV 提升画质的有效手段。

▲ EOS 5D Mark IV 官方样片



EOS 5D Mark IV 采用了与旗舰机型

EOS-1D X Mark II 相同的第二代 61点自

动对焦系统——61 点高密度网状阵列自

动对焦 II，其中最多 41 个对焦点为十字

型对焦点②，同时最多 61 个对焦点②可

以对应 F8 光圈（其中最多 21 个为十字

型对焦点②），借助这一特性，用户在

远摄镜头上使用增倍镜进行拍摄时，即

使最大光圈降为 F8，也可以通过自动对

焦准确合焦，因此在拍摄体育场景以及

自然生态如野鸟时，能提供更强实用性。

同时，中央对焦点和其上下各 2 点合计

5 点②是在 F5.6 光圈十字型自动对焦感

应器基础上配置了对焦精度更高的 F2.8

光圈十字型自动对焦感应器，成为对应

F2.8、F5.6 光圈双十字型自动对焦感应

器。此外，相对于 EOS 5D Mark III，该

对焦系统的覆盖范围在垂直方向得到了

扩展，中央区域扩展约 8.6%，边缘区域

扩展约 24%，因此实现了更宽阔的自动对

焦区域，即使被摄体不在画面中心，对

焦也会更加从容。

▍对焦区域及精度再次提升的第二代 61 点自动对焦系统

▍实现最高约 7 张 / 秒高速连拍，并采用新的反光镜控制系统

尽管 EOS 5D Mark IV 的有效像素达到了约 3040 万，但借助强大的影像数据处理

能力，以及新的反光镜控制系统，EOS 5D Mark IV 依旧成为 EOS 5D 系列中连拍速

度最高的机型，达到了最高约 7 张 / 秒高速连拍能力，在面对运动物体拍摄时，可

以捕捉到更多的精彩画面。 

▲ EOS 5D Mark IV 官方样片



   后期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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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出自然清透的风景照

原图

调整后

图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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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期处理

调出自然清透的风景照

4. 计算出中间调 , 产生 " 阿法 " 通道 , 激活
回到图层 , 在 " 创建新的填充或调整图层 " 里点
曲线调整 , 去了一点灰 . 天空部份曲线调整后稍
有点偏色 , 黑色画笔恢复原来的色彩。锐化 , 调
色。

2. 使用色彩范围或计算选出远处黄色的稻田 , 调整饱和度、亮度。

1. 图片有点灰 , 调整色价 , 平衡通道 , 去灰 , 但暗部变黑 , 亮部过曝 , 公路阴影部位有点编绿 ,
这时可以蒙板就可以发挥作用了 . 黑色画笔在暗部和过曝的建筑物上路上涂抹 , 恢复原来的层次。

3. 使用色彩范围分别选取小亭、白桥、公路，
调整色彩饱和度、曲线，还原晨光效果。

图文来自网络



跟安塞尔·亚当斯学拍风景摄影

安塞尔·亚当斯 (Ansel Adams，1902–1984) 是公认的风景摄影大师。他所拍摄

的美国风光带有强烈的戏剧张力，即使放到今天的数码时代，其作品依然值得人们

参考。下面就让我们一同学习如何拍成更好的风光照片吧。

运用前景制造层次感

上图这幅著名的《Mount Williamson》就使用了前景的巨石，以呼应远处看来差

不多大小的山峰，因此制造出强烈的层次感，引领观众深入照片的画面，要是使用

了不同的焦距，或构图上忽视了前景的石头，则可能变成不再起眼的照片。

图文来自网络



不要无谓的天空

不少人有个习惯，就是

无论如何都要把照片二分，

总要让天空至少占一半画

面，甚至更多。但如果天

空根本没有替你的照片添

加任何价值，就要尝试狠

狠地砍掉，然后让更具张

力的元素进入照片。例如

上图，把天海各分一半的

话，就会丧失了照片下半

部分的精华，变成平凡无

趣的作品了。

追寻大胆的色彩对比

虽然亚当斯以黑白作品闻名，但他的照片里却活用风景里的色彩 ( 黑白 ) 对比。

我们拍摄的时候，同样也要找出各种强烈的颜色对比，就可以拍出更有张力的作品。

着名的例如红绿对比、黄蓝对比，都是具有冲击力的配搭。

图文来自网络



   拍摄·经验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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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色的云与深沉的天

万里无云也好？其实，并不是，遇上漂亮的云就绝对是拍摄的大好机会，千万不

要错过。例如上图的名作《Yosemite Falls And Thunder Clouds》，亚当斯等待

云层恰到好处地待在瀑布的上空，而且由于云层强烈的对比，使天空相对变得犹如

漆黑一片。这种白云与黑天的对比能带来极强的戏剧效果。虽然今天我们可以通过

后期技术处理，但你也可以使用滤镜，更容易得到这种画面。

找寻光与影

无论是日落或是日出，这种时候

总会制造较显著的光影对比，找出

来，然后拍摄，你会得到更有故事

感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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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摄·经验分享

 拍摄细致的月亮

安塞尔·亚当斯有不少着名的作品，都把月亮拍进照片当中。其中一个重要的考虑，

就是不要仅仅把月亮拍成为一个发光球体，而是要保留其表面的纹理，这样才会制

造到出色的戏剧感。请注意你的相机设定，尤其是保留足够的景深。



   拍摄·经验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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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克斯国际摄影大赛金牌作品欣赏

金牌

画意组彩色不限主题

PSA 金奖 _MA NIU DIAO YANG_ 牦牛叼羊 _LI MING HUANG_ 黄立明 _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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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摄影大赛佳作欣赏

PSA China 金奖 _FIRE-CROSSING_LUNG-TSAI WANG_Taiwan

Tekesi 金奖 _COW BOY 2_YONG ZHI LI_ 李永智 _Austra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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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AChina
国际摄影
大赛佳作欣赏

公平 公正

和讯金奖 _INTIMACY_ 亲密无间 _WEIJING YANG_ 杨维静 _China

希卡网金奖 _M0THER_ 母

亲 _YUCHUN LI_ 李玉春 _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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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摄影大赛佳作欣赏

画意组黑白不限主题

PSA 金奖 _WHY_ELEK PAPP_Hungary

PSA China 金奖 _SURVIVORS OF A DISASTER_HIU WAN YEUNG_Hong K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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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AChina
国际摄影
大赛佳作欣赏

公平 公正

希卡网金奖 _ELEVEN MONKS_ 十一僧 _KA ZHAN_ 詹卡 _China

Tekesi 金奖 _MAN AND NATURE_ 人与自然 _BAOSEN WANG_ 王宝森 _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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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摄影大赛佳作欣赏

和讯金奖 _CUNKOU_ 村口 _HEYONG CHEN_ 陈和勇 _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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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AChina
国际摄影
大赛佳作欣赏

公平 公正

自然组不限主题

PSA 金奖 _CARE_CHIUNG TEH LAI_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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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摄影大赛佳作欣赏

PSA China 金奖 _IN THE SNOW_ 雪中行 _LUO SHU_ 疏荦 _China

希 卡 网 金 奖 _PARING 

BLEKE BLAUWTJES_RENE 

VAN ECHELPOEL_Belg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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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AChina
国际摄影
大赛佳作欣赏

公平 公正

Tekesi 金奖 _MT COOK MIDNIGHT_MIN XIONG LIANG_Australia

和讯金奖 _LOVE SONG_ 爱的奏鸣 _YANA HU_ 胡亚娜 _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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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摄影大赛佳作欣赏

旅游组不限主题

PSA 金奖 _TURN BACK_ 归 _LINQIU HUANG_ 黄麟球 _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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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AChina
国际摄影
大赛佳作欣赏

公平 公正

PSA China 金奖 _MATSU GOES TO SEA_ 妈祖出海 _ZIHONG LI_ 李子宏 _China

和讯金奖 _WONDERLAND_ 仙境 _JUNYONG MA_ 马俊勇 _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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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摄影大赛佳作欣赏

希卡网金奖 _MOVING_ 转场 _YUNHUI DONG_ 董云辉 _China

Tekesi 金奖 _HORSES_ 套马 _YIJUN XIA_ 夏一军 _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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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AChina
国际摄影
大赛佳作欣赏

公平 公正

画意组“新疆”主题

PSA China 金奖 _HEART STOPPING_ 惊心动魄 _DENWENG ZHAO_ 赵登文 _China

希卡网金奖 _A LONG WAY_ 路漫漫 _LUO SHU_ 疏荦 _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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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摄影大赛佳作欣赏

和讯金奖 _PASTORAL WAY_ 牧途 _GE NING_ 宁戈 _China

希卡网绶带奖 _TOWANDS_ 金色之路 _YONG ZHANG CHENG_ 程永章 _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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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AChina
国际摄影
大赛佳作欣赏

公平 公正

Tekesi 金奖 _PASTORAL_ 牧歌 _YONGAN GAN_ 甘永安 _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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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摄影大赛佳作欣赏

画意组“特克斯”主题

PSA China 金奖 _HIDE AND SEEK_LUNG-TSAI WANG_Taiwan

和
讯
金
奖_THE TEKESI NIGHT_

特
克
斯
之
夜_KUN LIN_

林
琨_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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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AChina
国际摄影
大赛佳作欣赏

公平 公正

希卡网金奖 _LAND SCOPE_ 曼妙原野 _CHAO DUAN_ 段超 _China

Tekesi 金奖 _COLORFUL HOME_ 七彩家园 _YU  ZHANG WU_ 吴玉忠 _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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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秋高气爽的日子里，我来到了世界上文化遗产最多的国家 - 西班牙。在旅行的 9 天中，走了

五个城市，双脚在不停的交叠前行，端着相机的双手更是几乎没有放下过。我衷心赞叹这里对于

历史的热爱与珍惜，更加迷恋这里纷繁跳跃的色彩音符。这里精选了 20 张图片，希望大家能放

松脚步，慢慢的体会西班牙的精彩与美好。

早安，西班牙

雨后的地中海，咆哮的大浪似乎要把巴塞罗那吞没。采用小光圈慢门拍摄，雾化了海面，太阳

躲在云彩后面，露出淡淡的红色。新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宾得 25MM F4 镜头，ISO200，使用中灰渐变滤镜，F19，3 秒。

炫彩西班牙
—旅行摄影作品欣赏

图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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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斗牛场

塞维利亚斗牛广场是西班牙历史最悠久的斗牛场。它的历史悠久、特点鲜明，它被认为是世界

上最具挑战性的环境之一。而我，则更喜欢这种夸张颜色的对比。

宾得 25MM F4 镜头，CPL 滤镜，F11, 1/180 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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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维利亚夕阳下的黄金塔

黄金塔，是西班牙航海强盛时期的标志。夕阳落下，华灯初上，那透射进凸凹空隙中的道道霞

光，漫射出新的生命和活力，让它依然伫立在塞维利亚的河边，守护着这里穿梭如织的船只，怜

爱着从它身边经过的人们。

 宾得 80-160MM 镜头，ISO200, F13, 15 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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夕阳下的小城 - 格拉纳达

夕阳下，雾霭中，一座安详平和的小城，沐浴者最后的阳光，畅想明天美好的希望。

宾得 80-160MM 镜头，使用中灰渐变滤镜，ISO200, F5.6, 1/125 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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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埃及的原装神庙

马德里蒙大拿公园里有一座从埃及运来的 Debod 神庙，拥有 2000 多年历史。用长焦来压缩

空间感，把神庙融化在清晨绚烂的彩霞中。

 宾得 80-160MM 镜头，使用中灰渐变滤镜，ISO200, F27, 10 秒。



38 影艺无界  PSA China   月刊

宫殿与倒影

蒙锥克山上的这座宫殿，是 92 鸟奥运会的主场馆。漫射着落日的余辉，暖暖的黄色氤氲着初

上的华灯，在一池碧波的映衬下，更显得庄重和秀美。

 
宾得 25MM F4 镜头，F13，6 秒曝光。



39 PSA China   月刊  影艺无界 

海滩上的独特建筑 -“向巴塞罗那致敬”

这个“艺术品”应该是巴塞罗纳海滩的标志性建筑，因为它的独特，我在日出之前留下它和海

天之际一抹红的合影，把精彩化作了永恒。

 
宾得 25MM F4 镜头，ISO200, F9, 30 秒曝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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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夜梦幻的古老街道

午夜时分，抗着三脚架和宾得 645D，游走在塞维利亚老城，少了白日的熙熙攘攘，多了安静

的思绪和静静的品味。

 
宾得 25MM F4 镜头，光圈 F16，曝光时间 10 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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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德里阿尔穆德纳大教堂。

华灯初上，天边还有落日余辉，这是一天中最美的时候。当地的一位大妈看完我拍的这张照

片之后，向我伸出了 10 个手指 ,“满分”!
 
宾得 25MM F4 镜头，F22, 30 秒曝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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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边悠闲聊天的人们

西班牙的金融危机和好像并没有影响到这里的人们，舒适、惬意，是这里生活的旋律。幸福，

由心态决定！

宾得 80-160MM，F4.5，1/90 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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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年奥林匹克广场火烧云

我的到来一扫巴塞罗那连续十几天的阴雨天气，红霞漫天下的 92 年奥运会主运动场就是最好

的证明！这里位于加泰罗尼亚国家艺术博物馆（MNAC）后身的蒙锥克山上，亦是欣赏巴塞罗那

日落的最佳去处！

 
 宾得 25MM F4 镜头，F13，5 秒曝光。



44 影艺无界  PSA China   月刊

西班牙皇宫的清晨

难得的鱼鳞云，阳光从云隙中照射到了雄伟的西班牙皇宫一角。此时的皇宫，寂静、安然，它

不仅属于西班牙，更属于我一个人。

 
宾得 25MM F4 镜头，CPL 滤镜，F11, 1/90 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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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与色彩

清晨的太阳照亮了塔部的主体，但尚未照进走廊。宾得 645D 的高宽容度，把亮部细节和暗部

细节都完美的记录下来。走廊形成一条曼妙的引导线，环绕着金色的塔身和碧蓝的天空。早安，

塞维利亚！早安，西班牙广场！

 
宾得 25MM F4 镜头，ISO200，F8，1/60 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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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兰凤
L a n f e n g  C h e n

中国新锐摄影师之一

PSA China 会员

美国摄影学会会员

2015 年度 PSA China 国际摄影十杰

深圳企业家摄影协会理事 

香港《大公报》深圳记者站创始成员

国际摄影大赛金牌得主

PSA China 第三批精英讲师团 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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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三届的陈兰凤是资深媒体人，香港《大公报》深圳记者站的创始成员。9年后，

下海成立公司，现担任了深圳一文化投资公司的副董事长。

陈兰凤简介

陈兰凤作品：《牧归》Grazing home

陈兰凤作品：《回娘家 3》Back home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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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A China 第三批精英讲师团——陈兰凤 作品欣赏

陈兰凤作品：《滩涂 02》Shoals02

陈兰凤作品：《Greet the da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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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A China 第三批精英讲师团——陈兰凤 作品欣赏

陈兰凤作品：《群起攻之》Rushed to the attack

陈兰凤作品：《草原女儿 6》Grassland daughter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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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A China 第三批精英讲师团——陈兰凤 作品欣赏

陈兰凤作品：《金沙江大转弯》Jinsha River turn

陈兰凤作品：《Floating s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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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A China 第三批精英讲师团——陈兰凤 作品欣赏

陈兰凤作品：《凉山老妇人》Liangshan old wo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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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兰凤作品：《Dragon 1》

陈兰凤作品：《街边演奏》Street 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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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SA 国际摄影赛事

参加 PSA 认证的国际摄影赛事可以获得什么？

1。 接受检验，展示作品

参加 PSA 认证的国际摄影赛事，可以与世界各国的大师、影友们一较高下，可以让自己的作

品，面对不同文化与背景的检验，让其真正的价值得以被证明！

2。 展示作品

好的作品需要广阔的展示舞台，需要经受不同文化和背景的评委审视，需要让更多不同地域

和文化的读者来欣赏！

3。 持续提升

在参赛的过程中可以发现自身的优势与劣势，从而克服不足，发挥长处，提升摄影技艺；在

准备比赛的过程中感受对艺术的追求与坚持，在等待评审结果的过程中体验紧张与期待，在之后

的创作过程中总结与不断提升，从而在摄影艺术的道路上愈行愈坚，愈行愈远！

此外，由世界各国家各地区的摄影大师打分，权威性更高，获得的奖牌荣誉价值也更高。

为中国摄影人走向世界摄影舞台搭桥铺路！

参赛组别 :A) 画意组儿童主题 _(PID COLOR/

CHILD);B) 画 意 组 情 感 主 题 _(PID COLOR/

EMOTION);C) 画意组生活主题 _(PID COLOR/

LIFE);D) 画 意 组 自 由 主 题（ 彩 色）_(PID 

COLOR/OPEN);E) 画意组自由主题（黑白）_(PID 

MONO/OPEN)

参 赛 组 别 :A) 画 意 组 自 由 主 题（ 彩 色）_

(PID COLOR/OPEN);B) 自然组自由主题 _(ND/

GENERAL);C) 新闻组自由主题 _(PJD/GENERAL)

参赛组别 :A) 画意组女人主题 _(PID COLOR/

CREATIVITY COLOR);B) 画意组人体主题 _(PID 

COLOR/NUDE);C) 画意组人像主题 _(PID COLOR/

PORTRAIT);D) 画意组生活主题 _(PID COLOR/

LIFE);E) 画 意 组 自 由 主 题（ 彩 色）_(PID 

COLOR/OPEN);F) 画意组自由主题（黑白）_(PID 

MONO/OPEN)

9月4日

9月4日

9月4日
截稿

截稿

截稿

参赛组别 :A) 画意组自由主题（彩色）_(PID 

COLOR/OPEN);B) 画意组自由主题（黑白）_(PID 

MONO/OPEN);C) 画意组组创意色彩主题 _(PID 

COLOR/CREATIVITY COLOR)

9月4日
截稿

赛事名称：2016 年比利时 COMINES

国际摄影大赛

赛事名称：2016 年塞尔维亚儿童

国际摄影巡回赛

赛事名称：2016 年第五十一届美

国俄克拉荷马国际摄影大赛

赛事名称：2016 年第四届黑山国

际摄影大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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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A China 代理申请 PSA 星标、名衔收费标准

“如果说每一次国际赛事成功入围就像一颗璀璨的珍珠，那么 PSA 星标、名衔体系就

是串起颗颗珍珠的项链！”

凡 PSA 会员参加由 PSA 认证的国际赛事入围的作品，均可获得相应的积分并记录到“世

界摄影名人录”中。当会员积累一定数量的入围分数和入围作品数量时，即可申请 PSA 星标

（共 5 星）；已经获得星标证书的会员即可申请相应的摄影荣誉名衔。

一．PSA China 代理申请美国摄影学会（以下简称 PSA）星标收费标准。
1. 基本要求

对于每一位 PSA 会员，都可以通过积累一定数量的国际摄影大赛入围分数和入围作品

数量，被授予不同的星级（共 5 星）。

2. 收费标准

申请 PSA 星标收费分为两个部分

A．每申请 1 级星标，收费 500 元人民币。

B．邮寄费用，每申请一次（邮寄一次，无论申请几星）：300 元人民币。（其中包括：

邮寄美国往返费用，从 PSA China 本部邮寄申请者费用。）

二．代理申请 PSA 名衔申请收费标准。
PSA 共设置以下荣誉名衔：

PPSA：美国摄影学会影艺精通会士

EPSA：美国摄影学会影艺卓越会士

MPSA：美国摄影学会影艺大师

GMPSA：美国摄影学会影艺超级大师

PSA China 代理申请每一级名衔收取费用：1000 元人民币。

打折方法（不包括邮寄费）：

给予常年通过 PSA China 代理参加 PSA认证国际摄影大赛的摄影人申请费用 8折优惠。

咨询电话：010-85657419
更多资讯请登录：

http://www.psachina.org

http://www.psachin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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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SA China 公告

提醒 PSA 会员维护会员权益的公告

各位美国摄影学会 (PSA) 会员：

随着中国区 PSA 会员参加 PSA 认证国际大赛的日益增多，特别是越来越多会员在近两年

的国际赛事中取得了优异的成绩，我们特此提醒广大 PSA 会员朋友们，敬请关注自己的会籍有

效期，请在到期前提前、及时续办会籍手续和缴纳会费，尽量避免出现会籍中断导致成绩无法

积分等无法享受会员权益的问题。

根据 PSA 相关规定，非会员身份参加 PSA 认证国际摄影大赛入围、获奖作品的成绩积分

将不能进入“星标系统”累计积分。因此，如果因您一时疏忽遗忘了续费，导致会籍发生中断，

中断期间您的所有大赛入围成绩，将无法在申请星标时使用，这对于有志获得申请星标和名衔

的会员来说无疑是一个不小的损失。

同时，由于会籍到期后重新办理或续办手续存在工作周期，特别涉及到中美间汇款、材

料递送和 PSA 总部审核流程。因此建议会员在到期前，提前续办会籍并缴纳会费，以免发生不

必要的延误和纠纷，提前办理并不会导致会员有效期缩短。

为避免发生遗忘，PSA China 工作人员也会继续通过邮件和电话提醒会员会籍即将到期。

入会电话咨询：010-85657385;  

邮箱：service@psachina.org

ON THE WAY_LINGBO LIU _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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