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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省内有名的摄影师，李幸
璜经常遍寻制高点而不得，就只能
带着遗憾而回。但现在，李幸璜就
再也没担心过这个问题。自从入
手了“秘密武器”，居高临下的大片
便时常出现在他的取景框里。

这个“秘密武器”，就是小型无
人机。

获取“上帝视角”

不仅自己享受摄影的乐趣，李
幸璜也喜欢在网络上欣赏其他摄
影师的作品，一来可以享受美图带
来的视觉冲击，同时还能研究别人
的构图、技巧、角度，不断充实自
己。就在去年，一幅幅高角度俯拍
的照片，引起了他的好奇。“那是一
种居高临下的视角，就算是在野外，
也得用一个高空视角去俯拍，怎么
做到的？”带着好奇和几分羡慕，李
幸璜开始有意地寻找相关信息。

不用太难和太久的寻找，“无
人机”就进入了他的视野，因为摄
影师的职业习惯所驱，李幸璜咨询
过相关事宜，立马就在官方网站下
了订单。“无人机到手了，怎么操作
是个问题，就算培训，也只能学到
些皮毛。”李幸璜说，与其学习别人
的技术，不如自己摸索，说不定还
能发现一些独特的技巧。

从那以后，带着无人机四处航

拍，就成了李幸璜空闲时间最爱做
的事。“视角高了，简直是开辟了一
片拍摄风景的新领域。”来到从前
遍寻角度而不得的地方，操控着无
人机升空，不断变换角度拍摄，不
仅填补了以往的遗憾，还时常能发
现新的景色。“对摄影师而言，往往
就是举着相机在水平角度上拍摄，
虽时常有出彩的作品，但总觉得缺
了点什么。”李幸璜笑道，如今用无
人机航拍，反倒觉得以前都是在二
维世界里摄影，现在终于没有遗憾
了。

同一处风景，视角一高，往往
就能让照片的质量提升不少，而这
股新鲜劲所带来的创作激情，也让
李幸璜的好照片比以前多了许
多。“无人机航拍，最高能达到近
500米的高度，即便是高楼，往往
也难达到这个高度。”同样在摄影
行业奋斗多年的余宙也认为，这种
近乎上帝一般的视角，对于摄影师
而言，如获至宝。

事实上，航拍并非一项新技
术，在相机刚诞生的年代，就有
乘坐飞机拍摄的照片。相较于
飞机，无人机的优势比较明显。

“小、快、灵三个字就能很好地概
括，不仅拍摄风景，大型活动乃
至婚礼，都能用无人机在全新的
视角进行拍摄。”余宙笑道，拍摄
婚礼，总不至于动用喷气式飞机

吧。
李幸璜和余宙，不仅自己把无

人机航拍玩得有模有样，也把身边
的同事、朋友带进了这个全新的领
域，大家享受摄影乐趣的同时，还
能比拼些无人机操作技巧，乐趣自
然也更多。

会上瘾的航拍

一说起航拍，即便已经玩了快
一年，李幸璜还是会用“上瘾”来形
容。“摄影师的本能，就是随时随地
发现风景，举起手里的相机就拍。
但自从接触过航拍，就没这么简单
了。”李幸璜说，风景处处都有，巴
不得直接让无人机升空，把它们全
部拍下来，要是哪天不摸摸机器，
就觉得心里闷得慌。

随着无人机玩家越来越多，大
家也开始在互联网上进行交流，与
来自全国各地的无人机玩家交流
着自己的心得体会，成了李幸璜解
闷的一种方式。“版主又拍出好片
子啦！”“今天用无人机尝试了新高
度，视角果然大不一样！”“原装无
人机DIY教程”在国内的无人机
航拍论坛上，也经常能看到李幸璜
分享的“大片”。

从事过无人机操作培训的余
宙也有着同样的感受，“只要有了
第一次尝试，就根本停不下来，不

拍一张照片，最
重要的是什么？或许
不少人的回答会是：
角度。

一件普通的事
物、一处普通的风景，
换一个角度，就会有
别样的美感。而对摄
影师而言，为了一张
完美的照片而不断寻
找角度，为了一处风
光四处攀高取景，都
是常有的事。

即便如此，为了
一个可望而不可即的
角度感叹，也是常有
的事。

论走到哪里，都想拿出飞行器拍一
拍，培训限制的30米高度，根本满足
不了他们。”

“航拍，不仅有技巧，有时运气也
很重要。”李幸璜分享了一次在东方
拍摄的经历，虽有曲折，亦不失乐
趣。今年年初，李幸璜受邀到东方市
拍摄工业区新景，地面上遍寻不着的
角度，让他动用了无人机。“没想到，
工业区临海，海风极大，小小的无人
机根本没法稳定。”纠结良久，他决定
第二天一早，趁海风未起之时拍摄。

第二天天未亮，李幸璜带着无人
机来到了工业区附近，伴着黎明时分
的微光，无人机升至400米的高度，
找好角度，迅速拍摄，一幅黎明中工
业区缓缓苏醒的壮丽图景便显示在
终端上。待到无人机归来，呼呼作响
的海风又吹了起来，其间不过过去了
半个小时。正是这一次的拍摄让李
幸璜觉得，无人机航拍，还有更多的
潜力可挖。

当然，即使是像李幸璜和余宙这
样的无人机老手，也有过许多令人哭
笑不得的拍摄经历。

期待更多的发展

很早便接触无人机航拍的余宙，
在最初的日子里并没有通过网络购
买现成的机器，而是自己动手组装机
器。“2012年的无人机，几乎都是专
业级别的机器，一台买下来价格高昂
不说，操作起来也不甚方便。”余宙
说，作为航模爱好者，自己多少有些
基础，与其买机器，不如自己组装。

一直到2014年，余宙和他的朋
友们用自己组装的7台无人机，承接
了三亚大部分的无人机业务。“到现
在，这些无人机也就剩下两台了。”余
宙笑言，问问现在的爱好者们，丢飞
机是再平常不过的事。而对李幸璜
来说，“丢飞机”也成了他的伤心事之
一。

“反正都是自己摸索，大大小小
的问题也不知道出过多少次啦。”李
幸璜说，自己现在使用的无人机，已
经是第三台了。“第一台，或许是设计
不够完善，飞上天就再也没回来过。”
说起这事，李幸璜自己都忍不住笑起
来，继承它工作的第二台无人机，则
是在航拍过程中突然失控，“逃”进灌
木丛里再也没出现。

对于李幸璜而言，航拍已成为生
活的一部分。丢了一台，就迅速在网
络上下单买台新的，因为航拍的瘾根
本停不下来。“不只是我，好几个朋友
甚至直接下单买两台，就是防止在拍
摄过程中无人机失灵，能马上启用一
台新的进行拍摄。”李幸璜笑言，这是
一个坑，大家却都乐于往下跳。

虽然享受着其中的乐趣，李幸璜
也期待着无人机能有更好的发展。

“目前无人机所搭载的相机，普遍都
是运动相机，视角往往很难得到满
足，未来或许会有搭载更好镜头的无
人机出现。”

而基于小型无人机的DIY，现在
也受到许多玩家的追捧，像余宙一样
的早期DIY玩家，如今则投入到了无
人机的开发与应用中。

作为一个日新月异的产业，我们
有理由期待无人机给我们带来更多

精彩。

无人机鸟瞰占地105公顷的金牛岭公园。 海南日报记者 李幸璜 摄

6月3日，低空俯瞰三亚水位明显下降的半岭水库，核心区域有少量存水。
海南日报记者 武威 摄

完成拍摄使命归来的无人机。
海南日报记者 李幸璜 摄

用无人机航拍儋州松涛水库南丰库区。 海南日报记者 陈元才 摄

5月13日，用无人机高空扫描琼中红毛镇海拔800米的什寒村。 海南日报记者 李幸璜 摄

操控无人机作业。 李幸璜 摄

准备起飞的无人飞
机。 李幸璜 摄

5月8日，一名摄影师用“会飞的相机”记录自己司空见惯的场景。 海南日报记者 李幸璜 摄

无人机爱好者一起探讨技术。 李幸璜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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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人机
ABC
无人驾驶飞机

简称“无人机”，英文
缩写为“UAV”，是利
用无线电遥控设备
和自备的程序控制
装置操纵的不载人
飞机。从技术角度
定义可以分为：无人
直升机、无人固定翼
机、无人多旋翼飞行
器、无人飞艇和无人
伞翼机等。

无人机按应用
领域，可分为军用与
民用。军用方面，无
人机分为侦察机和
靶机。

无人机+行业应
用，是无人机的刚性
需求，目前主要应用
在航拍、农业植保和
测绘等领域。

当下应用范围
较广的无人机，普遍
造价在万元左右，相
比传统的直升机航
拍，拥有活动灵活、
成本较低、操纵简便
等优势。但飞行高
度 500 米、活动范围
1000米的局限，也让
小型无人机视角不
足、容易脱离控制等
劣势暴露出来。

随着无人机技
术的演变，生产厂商
已开始将用户体验
融入无人机开发中，
GPS 芯片的搭载，大
大降低了无人机脱
离控制的风险，也使
其能够慢慢尝试在
城区的应用，同时在
更多领域凸显其优
势。

用于航拍的无
人机分玩家级和专
业级。玩家级当中，
深圳大疆公司的产
品已在美国商用无
人机市场占据领先
地 位 ，市 场 份 额 达
47%，占全球市场份
额超 70%，其 8000 元
左右的售价非常受
无人机玩家的喜爱；
相对于玩家级的无
人机，专业级无人机
多用于电影、纪录片
的拍摄，多为云台操
作，造价普遍昂贵，
仅云台造价就 25 万
至50万不等，搭载镜
头甚至能到上百万
级别。（刘笑非 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