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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三维重建和影像拍摄

随着三维重建技术的快速发展，基于全

方位空间信息采集和展示的技术优势，三维

重建技术已经越来越多地被运用到考古研究

和博物馆展示中来。其中多视角三维重建技

术不仅能够完全满足考古遗址、文物信息提

取的精度要求，更因其使用的便捷性和灵活

性，在考古、文博工作中得到了广泛的推广

和应用，取得了很好的成果。

数字摄影测量（Digital Photogrammetry）

是基于数字影像和摄影测量的基本原理，应

用计算机技术、数字影像处理、影像匹配、

模式识别等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提取所摄

对象以数字方式表达的几何与物理信息的摄

影测量学的分支学科。计算机对数字影像或

数字化影像进行处理，使用计算机视觉（其

核心是影像匹配与影像识别）代替人眼的立

体量测与识别，完成影像几何与物理信息的

自动提取，重建空间物体的三维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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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3D reconstruction of cultural relics is made possible by such technologies as digital photogrammetry and multi-

view 3D reconstruction.To meet the technological requirements of doing 3D reconstruction with Agisoft Photoscan， we use 

various shooting methods while doing 3D image acquisition to guarantee the realization of the 3D reconstruction of multifarious 

cultural relics in different shapes.

多视角三维重建是以数字相机作为影像

获取工具，从多角度围绕被拍摄物体拍摄多

幅数字影像，然后使用三维重建软件根据数

字摄影测量原理，对获取的全部数字影像进

行相互匹配，生成被拍摄物体的表面三维点

云，加载影像信息后得到真实的三维模型，

实现被拍摄物体三维模型重建的技术。

目前在考古领域中被广泛使用的三维重

建软件是Agisoft Photoscan。Agisoft Photoscan

是一款基于影像自动生成高质量三维模型的

优秀软件。由于这款软件无需设置初始值，

对照片的拍摄顺序位置没有严格的要求，无

论是航拍还是地面拍摄的影像都可以使用。

它可自由选定是否使用控制点，而在使用控

制点的设置下就能够生成真实坐标的三维模

型。Agisoft Photoscan可生成高分辨率正射影

像及带精细色彩纹理的DEM模型。完全自动

化的工作流程，即使非专业人员也可以生成

专业级别的三维模型和摄影测量数据。

进行多视角三维重建首先要进行影像的

华夏考古 2018 年第 期1

DOI:10.16143/j.cnki.1001-9928.2018.01.014



124 考古技术与文物保护

采集和拍摄，高分辨率数字相机是获取影像

的工具。考古工作中三维影像的获取包括出

土文物的多视角拍摄和田野考古遗址的多视

角地面和高空拍摄。

二、可移动文物的多视角拍摄方法

拍摄出高质量的数字影像是三维重建的

前提与基础，拍摄的基本要求是使用高分辨

率数字相机，避免使用超广角和鱼眼镜头，

图像质量要设定为最高像素。手持拍摄时相

机快门不要设定太慢，要保证拍摄时不会产

生抖动。ISO设置不要过高，避免产生噪点，

光圈在拍摄期间要保持不变。拍摄的照片要

求对焦清晰，并使相邻影像具有一定的重叠

度，确保可移动文物全方位的影像获取。

使用高像素数字相机，相机设置为手动

档（M档）设置统一的光圈大小和曝光时间，

光圈值一般为8或10左右，以确保数字影像具

有足够的景深；曝光时间不

低于1/30秒（视拍摄者具体

情况而定），光线比较暗的

时候需要适当增加感光度进

行拍摄，但不要过大，避免

产生明显的噪点［1］。并且

要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完成

拍摄，使每幅数字影像的亮

度、反差、阴影等情况比较

一致。

本文将着重介绍出土文

物在不同形态状况和拍摄条

件下，配合Agisoft Photoscan

软件后期数据处理，为完成

多视角三维重建所采用的不

同拍摄方法和技巧。

1. 悬挂拍摄法

悬挂拍摄法是在自然

光条件下将文物用坚韧而

透明的鱼线悬挂在拍摄架上，拍摄者围绕文

物对其进行正面、侧面、底部全方位的多视

角拍摄。根据文物实际大小和造型特点需要

拍摄大约几十到一百多张照片。为避免文物

正面和底部拍摄光线反差过大，需要在拍摄

架下铺上拍摄反光板，（图一）这样可以减

少照片的后期处理加工，增强拍摄效果提高

后期处理效率。如果拍摄照片的反差、亮度

比较合适，可以不用进行匀光等处理即可使

用；如果照片存在比较暗淡等问题，则需要

在Photoshop软件中进行反差和亮度的调整，

增强影像的质量，以便提高后续三维处理的

速度和精度。

使用鱼线是因为其柔韧而透明的特点既

可以保证文物悬挂时的安全性也可以减少悬

挂线对文物表面的影响。而对于生成三维模

型后鱼线在文物表面生成的痕迹，我们可以

在Agisoft Photoscan软件的工具中选择导出纹

图一

图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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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通过Photoshop软件进行相应的处理和修

改，然后再在工具中重新将修改后的纹理导

入。这个步骤可以重复进行，直到取得满意

的效果。

悬挂拍摄法的优点是可以一次性完成

文物全方位照片获取，在后期三维建模的过

程中能够一次性完成数据处理，（图二）提

高三维建模的速度。缺点是因为采用自然光

线，天气情况和光线条件会对拍摄效果影响

比较大。另外文物是由细细的鱼线悬吊，

在室外环境下风的大小会对拍摄产生不利影

响。而且这种方法只适用于重量比较轻，体

积比较小，便于悬吊的文物，不能满足各种

各样文物三维重建拍摄的要求。 

2. 拼合拍摄法

拼合拍摄法是在自然光条件下将文物

的上部和底部分别进行全方位多视角拍摄，

再在Agisoft Photoscan软件中将两组照片进行

处理和计算，将生成的堆块进行对齐和合

并，最终生成三维重建模型。基于三维建模

空间运算和匹配时的技术要求，为了符合三

维建模时的空间参照和计算，以便区别二者

的不同，建立完整的空间

数据，这就需要在对文物

进行上部和底部拍摄时，

将文物放置在不同的两个

台面上并分别安置在两个

不同的位置上，使正反面

拍摄时的背景环境形成差

别。为了便于以后对三维

重建的文物进行测量和绘

图，如果在其中一个拍摄

台面上设置控制点，就可

以生成具有真实坐标的三

维模型以及高分辨率真实

坐标的正射影像图等，满

足对文物数据的精确测量

采集，文物线图的绘制以及多种相关研究的

要求。

面对形态各异的文物，在使用拼合拍摄法

的时候，我们可以根据其造型特点，采用多种

方法来进行多视角三维影像拍摄。

在拍摄正反两面都可以正常垂直摆放的文

物时，我们只需将文物的正反两面分别摆放在

不同台面上进行全方位多视角拍摄。例如在拍

摄陶豆时就采用这种方法进行拍摄。（图三）

在拍摄底部可以垂直摆放而顶部无法对

应垂直摆放的文物时，我们先对垂直摆放文

物的上部进行全方位多视角拍摄，而在对文

物底部进行全方位多视角拍摄时可以采用垂

直或倾斜悬空两种摆放方式。例如拍摄顶部

呈圆弧型的佛龛时，将佛龛的顶部进行包裹

保护之后垂直插入沙箱，（图四）然后对露

出的底部进行全方位多视角拍摄。在拍摄另

一个顶部呈圆弧型且窄薄易损的佛龛时，我

们将佛龛倒放然后铺垫其他支撑物，使佛龛

倾斜，底座突出悬空，（图五）以便于进行

全方位多视角拍摄。

 在拍摄正反两面都无法垂直摆放的文

图三

图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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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时，我们可以使用辅助手段使文物垂直摆

放，或将文物平放两面翻转拍摄。例如在拍

摄佛像残件时，我们将佛像的两头分别进行

包裹保护之后垂直插入沙箱，然后对露出的

部分进行全方位多视角拍摄。而在拍摄人骨

骨骼时将其正反两面水平摆放，（图六）分

别进行全方位多视角拍摄。

在拍摄体积重量巨大无法轻易移动位置

的文物时，我们可以在全方位多视角拍摄完

正面后原地翻转文物，然后将周围拍摄环境

用各种适合的材料进行遮盖，使拍摄反面时

的背景与拍摄正面时的背景产生差别，再对

反面进行全方位多视角拍摄，从而满足Agisoft 

Photoscan软件在进行三维建模空间运算和匹

配时的技术要求。例如在

拍摄石雕人像时，我们先

是对人像的左侧进行了全

方位多视角拍摄，然后在

原地翻转到人像的右侧，

用木板遮盖人像的四周，

（图七）造成两面拍摄背

景的不同，再对人像右侧

进行全方位多视角拍摄。

拼 合 拍 摄 法 的 优 点

是拍摄方式灵活，可以完

成多种形态类别文物的多

视角三维影像获取。缺点

同样是因为要采用自然光

线，天气情况和光线条件

会对拍摄效果影响比较

大。

3. 转盘拍摄法

这种方法的要求是在室

内使用摄影灯光，也可加闪

光灯进行补光。使用高分辨

率数码相机，相机的设置需

要使用手动档（M档）设置

统一的光圈大小和曝光时间，光圈值一般为14

或16左右，曝光时间设置为1/125秒。

拍摄时将文物放置在转盘上，在转盘上

标画出刻度，每旋转10~20度拍摄一张。使用

三脚架固定相机位置，通过三脚架高度的调

整，拍摄不同角度，完成全方位的多视角拍

摄。拍完正面后再将文物翻转，以同样的方法

拍摄文物的底面。（图八）

转盘拍摄法同样需要对文物的上部和底

部分别进行全方位的多视角拍摄，但由于这

种方法是将文物放置在同一个转盘平台上进

行双面的拍摄，拍摄背景一样。基于三维建

模空间运算和匹配时的技术要求，我们就需

要将拍摄背景设置成完全单一的颜色，例如

图五

图六

图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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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色、黑色、灰色等。同样如果在其中一个

拍摄台面上设置控制点，将两组照片在Agisoft 

Photoscan软件中进行处理和计算，就可以生成

具有真实坐标的三维模型以及高分辨率真实坐

标的正射影像图等。

例如在拍摄人骨骨骼时，我们使用白色

背景板，将人骨放置在白色标有刻度的转盘

上，再用白色方块将人骨两头垫起，增大全

方位多视角拍摄的面积。每旋转10度横向拍

摄一张。再通过三脚架高度的调整，拍摄不

同角度，最终完成人骨骨骼正反两面的全方

位多视角拍摄。

转盘拍摄法的优点是在室内采用灯光拍

摄，不会受到天气情况和光线条件影响。目

前这种方法更适合拍摄一些特别细小和复杂

的文物，其三维建模的效果

和完成率要高于悬挂拍摄法

和拼合拍摄法。缺点是目前

使用转盘的尺寸和承重都有

限，适用的文物受到了限

制。另外拍摄方式不够灵

活，拍摄设备相对复杂。  

三、文物三维影像的

重建与应用

文物三维影像的获取

是文物三维重建的基础，多

种拍摄方法保证了各类文物

的三维影像获取，从而使

文物的三维重建得以实现。

完成文物三维重建，需要将

拍摄的文物照片导入Agisoft 

Photoscan软件。然后在工作

流程中依照软件的步骤，设

置相关的参数进行处理，最

终完成文物的三维重建。我

们可以在视图中选择相机

（位置）、标记、区域、轨迹球、资讯的显示

或隐藏，进行相关数据的查阅与展示。

Agisoft Photoscan软件基于多视角影像三

维重建技术原理，是一款能够将平面影像进

行重建，生成高质量的三维模型、点云模

型、DEM（数字高程模型）、正射影像等

的三维模型制作软件。Agisoft Photoscan软件

支持输入格式包括：JEPG、TIFF、PNG、

BMP、JEPG Multi-Picture Format（MPO），

输出格式包括三维建模常见的格式GeoTiff、

xyz、Google  KML、COLLADA、VRML、

Wavefront OBJ、PLY、3DS Max、Universal 

3D、PDF。这些格式的文件可以在相应的软

件中进行兼容使用。

三维模型可以真实再现文物的原貌（图

图八

图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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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进行全方位的观察，满足目前对文物数

字化，信息化，数据化存储，展示和研究的需

求。而正射影像图可以使文物绘图更方便和精

准，在设置控制点的前提下，可以导出顶部、

图一〇

底部、前面、背面、右侧和

左侧共六个方向的正射影像

图，（图一○）在此基础上

绘制文物线图将比传统的方

法更精确更便捷。    

基于数字摄影基础上的

多视图三维重建技术对可移

动文物全方位空间信息的采

集更精准，展示更全面，从

而为考古研究提供了新的方

法，也为文物数据库和数字

博物馆的建立提供了强大的

技术保障，因此这项技术必

将在考古和文博的工作中具

有很好的发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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