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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introduces the image acquisition method and characteristics of conventional and macro biological 

image. It also summarizes the characteristics, performance and effects of the image acquisition tools. Demonstrates a collection 

of different digital biological entity image acquisition techniques, including continuous focusing image capture examples of 

flying birds, grassland and flocks of sheep captured by progressional digital single-lens reflex cameras, wheat plants captured by 

standard lens, and birds captured by telescope lenses. For different biological entities, appropriate image acquisition tools should 

be selected to obtain clear, sharp, real and scientific images of biological entities with obvious b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This 

article can provide image acquisition instructions to biology researchers and learn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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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介绍了常规生物图像和微距生物图像的采集方法和图像采集特点，对常规生物图像采集工具、微距

生物图像采集工具在使用过程中的特色、性能、效果进行了总结，并结合连续对焦拍摄的飞鸟、专业数码单镜

头反光相机拍摄的羊群和草原、标准镜头拍摄的小麦植株、望远镜头拍摄的飞鸟等图像采集实例，展示了数字

化生物实体图像的采集技巧，分析了不同的生物实体应选用其合适的采集工具，从而获得清晰锐利、生物学特

征明显、真实而科学的生物实体图像。本文可为生物学研究者和学习者图像数据采集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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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生物实体图像采集是指以生物群体、个体、器官为采

集对象，依靠各种图像采集工具进行图像采集，用于发表

在各类专业杂志上，供同行研究人员或学生交流、研究。

这类图像是以科学研究为目的，展示给读者相关的研究内

容和细节，图像不一定在视觉上非常美观，但要绝对真实，

科学性占第一位。 

生物图像采集是生物学研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数

字化时代的今天，各种采集工具各显神通，新方法层出不

穷，如何利用最合适的器材进行采集，获得清晰、能够充

分说明问题的生物实体图像，是每一个研究生物学的人必

须面对的永久课题[1]。本文拟就数字化生物实体图像采集

的基本问题进行探讨，以期为读者正确合理地完成图像采

集提供帮助。 

2．常规生物图像采集 

2.1．常规生物图像采集工具 

常规生物图像采集对生物群体、个体进行的图像采集，

属于常规摄影范畴。图像采集的基本工具都是照相机。生

物图像采集由于其被摄对象的特殊性，不同的情况下使用

不同类型的相机。动植物群体、个体的图像采集是最常见

的生物图像采集类型。普通的便携式数码相机和专业数码

单镜头反光相机（单反相机）都可以胜任此项工作，但所

采集的图像质量可能差异较大。一般而言，普通便携式数

码相机拍摄运动的物体（如动物）时应对可以移动的被摄

对象聚焦清晰成像的能力较差，常常因无法聚焦而拍摄到

的图像模糊。相比之下，更为专业的单反相机由于机身提

供较 为强劲的自动追焦功能(AF-c)，可为移动中的物体连

续对焦（图1），更适合拍摄。对于拍摄静止的生物（例

如植物[2]）而言聚焦相对容易些。除了聚焦清晰之外，还

需注意一些细节。各种档次的拍摄工具千差万别，拍摄图

像的质量在一定程度上要依靠相机的正确使用。此外，现

在流行的一些电子设备，如手机、摄像机等，也可以采集

常规生物图像，但这些附带的功能难以满足采集高品质图

像，除非是应对一些突发情况（如没有准备时拍摄飞鸟），

一般不推荐使用。 

 

图1 连续对焦拍摄的飞鸟。相机Nikon D200，镜头: Nikkor 105mm/F2.8 

VR 105mm/F2.8 micro。 

2.2．常规生物图像采集工具的使用特点 

2.2.1．常规生物群体采集 

常规生物图像群体采集对生物群体进行拍摄，全景式

展示生物集群的特征，如一群羊（图2A）、一片草原（图

2B），由于展示的内容较广阔，这类图像的采集不追求细

节的极致表现，而以能清晰完整地展示整体特征为目标。

无论使用何种相机，都应采用广角镜头，缩小光圈至8或

11的最佳光圈，与被摄物拉开较大的距离（至少3m以上）

拍摄。广角镜头是比标准镜头焦距更短的镜头。广角镜头

拍摄的物体具有远小近大的透视效果，当被摄物距镜头较

远时，拍摄的图像被进一步延展，产生推远的效果，也就

是看起来较小。而当被摄物距镜头较近时，拍摄的图像被

拉伸，产生变形的效果，也就是看起来变大[3]。因为广角

镜头的上述特性，所以拍摄时应掌握好拍摄距离，过远时

所摄实物比肉眼实际观察的距离要小，展示的细节不易观

察；过近时会产生一定的变形，造成与实物失真，不符合

生物图像采集的科学性为主的原则。为了追求全景范围内

清晰，应尽可能选择小光圈拍摄，以扩大景深范围，但光

圈过小时又会产生折射杂散光而影响图像质量，所以一般

情况下应采用镜头的最佳光圈（最大光圈缩小3-4档，多

为f8或f11）进行拍摄[4]，此时应注意现场光线，如若不

足，又缩小了光圈，则曝光量较小，可能会造成曝光不足，

解决的方法是延长曝光时间或适当提高感光度，以获得正

确的曝光量[5]。然而延长了曝光时间，就可能由于拍摄速

度慢造成图像拍虚，这时可以辅之三脚架以求稳定[6]。 

 

 

图2 羊群(A)和草原(B). 相机: Nikon D300s，镜头：Nikkor 60mm/F2.8 

mic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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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标准镜头拍摄的小麦植株。 

 

图4 望远镜头拍摄的鸟，相机：佳能40D, 镜头，Canon 400mm/f2.8. 林

清贤摄。 

2.2.2．常规生物个体采集 

常规生物图像个体采集是对生物个体进行拍摄，以展

示个体的形态特征，如一株小麦植株、一只鸟。这类图像

的采集需表现出生物个体的特征及其与环境的关系，如植

物的株高、穗形、生境（图3），动物的栖息地特点(图4)。

由于不需展示宽广视野，采集时除广角镜头外，对于中等

大小的被摄物，标准镜头也是很好的选择[7]。标准镜头具

有与人眼视角相似的视角宽度，是各类镜头中制作技术最

成熟、解像力极佳的镜头。使用这类镜头采集图像变形很

小，画质优异。若被摄物较小而又不允许抵近拍摄（如远

处的鸟），广角镜头和标准镜头都无法胜任拍摄，此时能

够将远景拉近拍摄的望远镜头就能派上用场(图4)。 

3．微距生物图像采集 

微距生物图像采是对生物器官的外部形态进行实体

拍摄，如植物的花和果实的形态特征，属于微距摄影范畴，

也是生物图像采集的常用方式[8]。 

3.1．微距生物图像采集工具 

由于生物的各类器官一般都较小，所以这类图像采集

一般使用单反相机的微距镜头或便携式相机的微距功能

[9]。使用数码单反相机进行微距拍摄，除了效果最好的微

距镜头之外，还可利用近摄接环连接普通镜头上完成拍摄，

或利用接圈将标准镜头反接在相机上拍摄等等。更小的物

体，例如1-5mm的生物体，可以用生物微距专业的体式显

微镜放大，专用CCD相机[10]拍摄。 

3.2．微距生物图像采集工具特点 

虽然广角镜头也可以起到超焦距摄影的作用，但构图

上较为费力，广角镜头不适合拍摄花卉，用微距镜头则可

以拍摄花卉[11]等小物体。 

微距镜头是为单反相机拍摄微距而设计的专业镜头。

能够在近距离内清晰结像，有效控制景深，具有平整的像

场和高质量的周边成像，降低图像变形至最小程度，是小

物体拍摄的首选工具[12]。由于单反相机都可以手动控制

曝光，图像采集时可以手动精准曝光，同时通过调节光圈

来控制景深，可以获得清晰而镜利的微距图像[13]。单反

相机为微距拍摄提供了大量的附件和广阔的拓展空间，展

现出奇特的近距拍摄效果[14]。 

在没有专用微距镜头时，近摄接圈是一种不错的选择。

近摄接圈是连接在机身与摄影镜头之间的一个附件，一般

是金属加工成的桶状结构，具有与镜头一致的卡口，安装

在镜头与机身之间，可以拉开镜头前点与焦平面的距离，

以达到放大的目的。镜头接圈可分为有光圈拨杆和无光圈

拨杆两大类，前者可以光圈连动，且装备了相应的电子触

点以保证测光，后者则无法实现此功能。常见的近摄接圈

是按套出售的，一般为3节，长度各不相同，可以根据自

己需要的放大倍率来选择。接圈的放大倍率为接圈长度除

以镜头焦距，理论上讲，使用近摄接圈时，任何镜头都可

以用于近摄，但是要达到拍摄与实物同样大小的1:1放大

倍率，使用50mm焦距的镜头时需要接圈长度为50mm；使

用400mm焦距镜头时则需要400mm长得接圈，这显然是不

现实的；但是若把50mm的接圈接入24mm的镜头，放大倍

率就可超过2:1。 

近摄接圈虽然没有微距镜头那样高的周边解像力，但

中央解像力基本可以得到保证。安装近摄接圈后对相机的

测光和对焦都有影响，使用上受到一定的限制；使用大光

圈时会有明显的场曲现象，此时收缩光圈也无明显改善

[15]。 

另一种较为简便的近摄方法是在镜头前直接加近摄

镜片。使用近摄镜片时，放大倍率与镜头焦距有关，镜头

焦距越长，放大倍率越大，所以近摄镜更适用于长焦距镜

头；此时拍摄在有限的距离内可以实现自动对焦，但使用

大光圈时成像质量较差，而收缩光圈后则成像质量明显改

善；近摄镜片的质量直接影响成像质量，一般来讲。所摄

图像边角不是很好，存在一定的色散。 

还有一种方法是镜头对接，即在长焦距镜头前加反接

镜头，这种方法类似于镜头前加近摄镜片，所不同的是使

用摄影镜头来替代近摄镜片。摄影镜头成像质量要好于近

摄镜片，但摄影镜头所用的实际镜片直径小于近摄镜的直

径，成像的像场较小，所以只能使用长焦镜头连接在相机

上做主镜头。一般地，反接镜头焦距越短，正接镜头的焦

距就需要越长。对同样的反接镜头而言，正接镜头的焦距

越长，放大倍率越大；相反，对同样的正接镜头而言，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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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镜头的焦距越短，放大倍率越大。这种方法可以达到很

大的放大倍率，例如正接镜头焦距为210mm，反接镜头焦

距为28mm，其放大倍率就达到7.5:1以上，远远超过微距

镜头的一般使用极限1:1或2:1，达到超微距的水平。这种

方法的使用限制在于自动对焦、自动曝光都失效，景深控

制也较难，需要有一定的拍摄经验并反复试验才能成功

[16]。 

现在市售的各种新型便携式相机的微距功能一般都

较强，可以抵近被摄物数厘米进行近摄，但应注意由于这

类相机的镜头限制，这种拍摄有时会造成一定程度的变形，

而且边角成像质量会明显下降。 

对于一些很小的器官，如植物的雄蕊、叶片表皮及其

附属物等，微距镜头仍不能将其放大至足够大小以展示相

关细节，这时可以利用体视显微镜将被摄物放大观察，然

后通过与体视镜相连的单反相机或CCD相机进行图像采

集[17]。为了扩展体视显微镜景深，同一小物体，以不同

的聚焦点采集一组图像后，再用专门研发的软件将它们合

成一张，以获得令人惊叹的细节[18]。体视显微镜的放大

倍率与配置相关，在无级变倍情况下，可以很方便达到超

微距倍率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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