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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验收标准

1、使用2000万像素及更高像素的单反相机，照片长边>5184像素；

短边>3456像素。

2、标本上必须放置条形码、标尺、色卡。

3、照片要求成像清晰、白平衡准确、色彩自然、亮度适合。

4、照片大小要求覆盖整份标本，包括标本主体和台纸上所有标

签，并做完裁边和旋转等后期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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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完整

2、无变形

3、清晰

4、色彩还原准确

二、采集规范



1、完整

采集签

鉴定签

标尺色卡

条形码

标本主体完整



2、无变形（透视变形、镜头变形）

透视变形 镜头变形无变形



3、清晰



4、色彩还原正确（曝光准确、白平衡正常）



曝光不足



曝光过度



白平衡正常

白
平
衡
不
正
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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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采集指南

1、基本概念

2、标本影像采集的两种途径

3、拍摄设备

4、拍摄流程

5、后期处理



1、基本概念

（1）分辨率

• 分辨率分为显示分辨率和图像分辨率

• 显示分辨率是指显示器所能显示的像素有多少。

• 图像分辨率是指单位英寸中所包含的像素点数。

• 显示器分辨率，72ppi、视网膜屏144ppi

• 打印分辨率，300dpi

• 尺寸相同情况下，图像的分辨率越高，所包含的像素就越多，图像就越

清晰。因此使用高分辨、高像素的相机能得到细节更丰富的照片。



（2）光圈

• 光圈——表示光圈打开的大小，是光圈孔径与镜头焦距的比值，用f表示。
如f2.8、f4、f5.6、f8、f11、f16、f22等，每一组数字之间相差一级，光
圈的大小相差一倍。

F11，⼩光圈
单位时间进光量少

F5.6，⼤光圈
单位时间进光量⼤



（3）快门

快门——表示快门打开的时间，通常用秒（s）作单位。1s、1/2s、1/4s、
1/10s、1/20s、1/50s、1/100s、1/250s、1/2000s……；当光圈相同时，每
一组数字之间相差一级，通过的光线相差一倍；数值越小，速度越快，透
过的光线就越少。

1/2s 1/4s 1/8s 1/15s 1/30sf11



光圈与快门配合使用控制曝光量。

光圈——控制进光⼤⼩
快门——控制进光时间



f1.4  1/250s f2  1/125s f2.8  1/60s f4  1/30s

f5.6  1/15s f8  1/8s f11  1/2s f16  1/4 s



（4）感光度（ISO）

• 感光度是指底片对光的敏感程度。感光度被称为快门的加速度

• 低感光度画面细腻，高感光度画面粗糙，并且带有大量噪点。

ISO 100 ISO 6400



（5）景深

在聚焦完成后，焦点前后的范围内所呈现清晰图像，这一前一后的距
离范围叫做景深。

景深的深浅主要取决于以下几个因素。

• 镜头焦距长短

• 拍摄距离的远近

• 感光元件面积大小

• 光圈大小



感光元件面积大小

• 相机的感光元件的面积越大，背景虚化的效果愈明显，景深就愈浅。小DC
难拍出景深效果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感光元件太细所致。



光圈大小

f1.4 f5.6 f11 f16



（6）白平衡

自动 钨丝灯 荧光灯日光 闪光灯阴天阴影

字面上的理解是白色的平衡。
白平衡在我们相机中是主管颜
色还原的控件。



2、标本影像采集的两种途径

双灯大平光拍摄

单灯侧光拍摄

扫描

拍摄

途径



（1）扫描

采用扫描的方式时，需要将扫描仪倒扣，
用辅助方式抬升标本至扫描仪面板位置。
扫描仪要求A3尺寸，可直接倒置使用，或
经过改装后倒置使用。

普通标本扫描分辨率300dpi，模式标本扫
描分辨率一般设为600dpi，图片保存为tiff
格式存档，通过JPEG格式网络传播和共享。

优点：操作简单，易上手。
缺点：用高分辨率扫描时速
度比较慢，对于较厚的标本
不能扫描。



A380

• （普通型）精益 OpticPro A380 扫描仪，8000元

• （高端型）EPSON 爱普生 XL10000 扫描仪，27000元



（2）双灯大平光拍摄



（3）单灯侧光拍摄



3、拍摄设备

• 标准配置

• 高级配置

• 入门配置



标准配置

设备清单 型号 单价（元）

相机 尼康 D810 12199

镜头 尼康 AF-S 50mm f/1.8G 1499

翻拍架 德国凯撒 KR- 5510 7300

相机电源 尼康 EH-5B、EP-5B套装 1170

水平仪 德国凯撒 6387 相机水平仪 192

快门线 尼康 MC-30A 288

总 价 22648



高级配置

设备清单 型号 单价（元）

相机 尼康 D850 21800

镜头 尼康 AF-S 50mm f/1.4G 2799

翻拍架 德国凯撒 5513 翻拍架 10500

相机交流电源 尼康 EH-5B、EP-5B套装 1170

水平仪 德国凯撒 6387 相机水平仪 192

测光表 世光 L-858D 测光表 5028

快门线 尼康 MC-30A 288

总 价 41777



入门配置

设备清单 型号 单价（元）

相机 尼康 D7200 4599

镜头 尼康 AF-S DX 35mm f/1.8G 1099

翻拍架 起鹤 QH-C1070翻拍架 999

相机交流电源 尼康 EH-5B、EP-5B套装 1170

水平仪 德国凯撒 6387 相机水平仪 192

快门线 尼康 MC-DC2快门线 239

总 价 8298



光源





（1）首先对要拍摄的标本进行整理

4、拍摄流程



（2）贴条码



（3）选择拍摄环境
拍摄环境应尽量避免室外或室内其他环境光线的干扰。



（4）设备搭建

①翻拍架位置校准：翻拍架的底座要保
证水平放置，可使用翻拍架上内置水平
仪进行水平校正。

②相机固定：安装好相机的内存卡、电
源、镜头、遮光罩后，通过相机机身底
部的螺口将相机固定在悬臂云台上。

③相机水平校准：将水平仪放置在相机
的热靴座上，通过水平仪判断相机是否
放置水平，将相机调整至水平位置后，
拧紧云台螺丝并锁定云台。



（5）线控设备连接

正确安装并固定好快门线。



（6）布光

• 单侧布光

将摄影灯放置在拍摄台左侧，距离
翻拍架底座1.5米处，光线与翻拍台
约成30°倾角。在标本右下方用白
卡纸做反射补光，提高暗部细节。

• 两侧布光

将两个摄影闪光灯放置在拍摄台左右
两侧，柔光箱平面与翻拍台约成60°
倾角，



（7）相机基本设置

①将机身和镜头均设定为“手动对焦模式”。

②将曝光模式设定为手动（M档）。

③将图像品质设定为JPEG精细模式。

④将图像尺寸设定为最大尺寸。

⑤将测光模式设定为矩阵测光模式。

⑥将白平衡设为自动白平衡（双灯大平光拍摄时将白平衡设置为闪光白平
衡）



（8）锁定相机高度和标本摆放位置

①放置一份比较丰满的标本在翻拍架底座上，调节相机至合适高度。

②通过取景器查看标本，看看标本是否放正、是否显示全，调整好后
需要在底座上标记记号，做为下次摆放标本的参考。



（9）曝光控制

①将相机的ISO调至原始最小值
（如：ISO64、ISO100、ISO200）

②将相机的光圈设置为小光圈
(范围：f11~f16)

③用测光表测出准确的快门速度



（10）锁定焦点
① 将焦点调至取景器

正中央的标本上。

② 手动调节镜头对焦
环，直至标本变清晰，这
时在取景器左下角焦对指
示 显示时，则表示焦
点已对好。



（11）拍摄

① 拍摄时，注意摆放标尺至标本合适位置，不能遮挡标本及上面的其它
东西；放的时候尽量放正一点，如果标尺出现损坏、污渍、不平整的情况下
应及时更换。

② 标本要轻拿轻放，不能翻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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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小结

1、采集腊叶标本影像一定要遵照采集规范

2、采集设备一定要使用标准设备

3、一定要多拍、多摸索、多尝试



魏泽 18798124757，1483004687@qq.com

李 敏 18600261266，1021203@qq.com

谢谢大家，欢迎赐教!

CVH影像采集技术交流群

QQ群号：77838856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