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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视航拍，河南人飞出一片天
□记者 张丛博 实习生 甘珊珊

从央视纪录片《航拍中国》带给观众独特的视觉
震撼，到最近热映的《战狼 2》用大量航拍镜头营造的火爆
气氛，航拍如今已经成为很多影视剧拍摄的标配。然而很多
圈外人并不知道，国内的影视航拍队伍里不乏河南人的身
影，他们较早涉足影视航拍领域，并逐渐在业内树立
了较好口碑。对于河南影视航拍近些年的发展
情况，大河报记者近日进行了采访。
刘建锋

捷足先登 航模运动员是影视航拍“敲门人”
李丹是国内最早涉足影
视航拍的人员之一。43 岁的
他曾是河南省航模队的一名
运动员，1987 年开始从事航空
模型运动。拥有娴熟的技术，
使他上世纪末退役后受邀参
与一个公路纪录片的拍摄，由
此步入影视航拍领域。
“是需求刺激我们来做这
件事情。”十多年前，李丹参与
了张纪中版《神雕侠侣》、吴宇
森《赤壁》的航拍，当时中国影
视事业开始走向繁荣，受好莱
坞大片拍摄手法的启发，国内
导演开始尝试采用航拍的手
段，也催生了特殊摄影这种新
兴行业。进入影视航拍之初，
李丹拍摄所使用的设备主要
是直升机航模挂载摄像机，飞
行器和摄影器材的小型化、稳
定性都不如现在，非常考验技
术，
因而只是少数人在做。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
的一个无人机实验室里，摆放
着约 50 架各类航拍飞行器。
从油动直升机航模到手工制
作的碳纤维多旋翼无人机，再

跨界融合

到大疆生产的各类无人机，见
证了近十年来影视航拍的发
展。装载镜头的云台也从之
前 的 只 能 上 下 拍 摄 ，发 展 到
360 度无死角拍摄，画面清晰
度达到 4K。
实验室是刘建锋团队与
学校合作的项目。刘建锋除
了从事影视航拍外，还担任该
校无人机选修课的老师。刘
建锋介绍说，2010 年以来，多
旋翼无人机飞行器的发展为
影视航拍带来新变革，总体趋
势 是 机 器 更 加 智 能 化 、轻 便
化，操作者不再需要特别高的
技能，飞行爱好者等其他行业
人员开始快速进入拍摄领域。
无人机以其无线操控、器
身小巧、云台灵活的特性，可
以到达传统摄像机到不了的
地方。过去拍一些山区的大
场景，需要剧组费力运送大摇
臂到山顶，而如今无人机航拍
可以轻易胜任。搭建在室内
的狭小空间场景，有了小巧的
无人机后可以拍摄出更为多
样的画面。

要从摄影师的角度理解飞行

门槛降低

影视航拍需要飞手积累好口碑

无人机航拍的大众化深刻
改变了航拍市场，刘建锋过去为
传媒公司拍摄公司宣传片、婚庆
片的生意被抢了。
“ 自己买上一
部无人机便可以拍摄，中低端需
求的航拍客户逐渐流失。”
不过，他并不为此感到沮
丧。
“ 技术发展必然会冲击固有
利益，但会推动专业化发展，就
像人人都可以用手机拍照，但是
并没有抢了专业摄影师的饭
碗。”
尽管业内有句行话是“没有
摔过机的飞手不是好飞手”，但
工作中不出差错才是专业品质

谋求发展

《战狼 2》的拍摄工作照

的表现。然而现实中一拥而上
的航拍队伍参差不齐，刘建锋的
团队经常会接到圈内人突遇拍
摄故障请求
“救场”
的电话。
“看似有台无人机都能航
拍，但专业人士一看拍出的影
像，高下立判。”刘建锋挑选出一
些航拍画面比较说，高手拍摄的
影像非常平滑，即使转弯也很少
有卡顿，镜头到达的位置精准度
也很高，尤其是影视航拍，剧情
与画面需要紧密融合，航拍角
度、远近、高低都要精准拿捏。
李丹记得，
《神雕侠侣》有段
航拍是在雁荡山取景，剧组花了

三个月搭建了攻城大场面，航拍
只有一次机会，他提前一周时间
做准备工作，把飞行路线的每个
节点罗列出来，并将炸点烟雾对
镜头拍摄的影响考虑在内，
“影
视航拍最能体现飞手的综合能
力”。
他的观察是，国内影视航拍
行业淘汰率很高，虽然门槛降低
了，但是导演的要求提高了，受
众的要求也变高了，航拍团队必
须积累好口碑。经过多轮过滤，
有实力的只剩下几家，河南团队
是其中的重要力量。

航拍人必须跟上不断革新的脚步

低门槛难免会出现鱼龙混
杂。前两年，无人机航拍凭着震
撼的画面引起人们的关注，这两
年进入人们视野更多的是“无人
机 又 闯 祸 了 ”—— 影 响 航 班 起
降、在管制区域飞行等事件屡见
报端。
采访中，多位业内人士建议
相关部门引导无人机航拍健康
发展。事实上，中国民用航空局
已发布《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实
名制登记管理规定》，要求最大
起飞重量为 250 克以上的民用
无人机，其拥有者必须在今
年 8 月 31 日前完成实名
登记。5 月 26 日，河南
省低空飞行器运行
指导中心、河南省
航空学会联合

发布了自律倡议书，呼吁无人机
爱好者安全使用无人机，积极配
合政府监管，促使无人机行业规
范化，
拒绝
“黑飞”。
“河南航拍走在了全国的前
列，在一些全国航拍摄影赛事中
屡屡获奖。”河南省摄影家协会
副主席高均海向大河报记者透
露，河南省摄影家协会正在筹备
成立航拍分会，为航拍专业从业
者和爱好者提供一个交流学习
的平台，通过行业自律、业务学
习等规范航拍团队，并计划整合
省内航拍资源，
“抱团”合力来完
成一些大型的主题航拍作品，服
务于河南经济社会发展。
最近，刘建锋的团队新接到
了纪录片《航拍中国》新一季的
拍摄合作。李丹由于现在担任

中国航空模型(F3C)国家队主教
练，影视航拍的工作量有所减
少，但只要有家乡航拍人请教，
他都会毫无保留地传授经验。
对于影视航拍的未来，李丹
说，艺术创作有人的灵感在里
面，影视航拍必须跟上电影拍摄
思想、技术革新的脚步。比如科
幻电影里很多需要用到蓝幕的
制作，怎么用航拍给人带来不
一样的享受，需要更多地去关
注整个电影工业的发展，不断
改变航拍方式和技术去加以迎
合。
他寄语河南航拍人说：
“航
拍始终处于发展期，如果想在这
个行业做下去，站住脚，就要始
终保持发展的状态。”
本版照片由受访者提供

航拍设备革新降低了影
多样的影视语言表现手法。
视航拍的成本，让航拍逐渐成
刘建锋的实验室工作台
为剧组的标配。
上，
因拍摄《战狼 2》摔掉的两台
“从制作方的角度来讲， “功勋机”正在待修。参与《战
希望用更多的镜头语言丰富
狼 2》拍摄的飞手刘帅博向大河
内涵。镜头语言越丰富，主旨
报记者展示了片中的一些航拍
塑造越细致。”李丹说，空中摄
素材。为追求视觉冲击，拍摄
影的引入给影视行业带来了
很多画面时无人机是紧贴地
较大变革，同样的一种描述， 面、坦克、演员来实现的。其中
航拍会带来更多的视角，给观
有一段吴京在钢管上奔跑的画
众带来崭新的体验。
面，
无人机一路跟随，
速度由缓
然而，
隔行如隔山，
摄影师
入急，而钢管的正前方就是一
和航模飞手是两个群体。摄影
堵墙，航拍器在高速飞行中几
有一套完整的知识体系，最初
乎是擦墙转弯。
“很多镜头是抱
由于对摄影行业了解不足，航
着随时撞机的决心在拍。高超
模运动员刚进入这个体系时一
的技巧是一方面，镜头的节奏
度饱受质疑。李丹说：
“随着影
把握则需要懂得影视拍摄语
视拍摄经验的积累，这种现象
言，
而最难的是心理承受能力，
逐步得到改善，航拍飞手可以
剧组调动数百人来拍摄场景，
从摄影师的角度来理解飞行， 如果失败重来耗费巨大，不容
两项技术在不断协调沟通中有
一点闪失。
”
效地结合在一起。
”
前不久，电视剧《那年花
刘建锋的团队已经做了
开月正圆》发布了孙俪的三分
《好先生》
《极速青春》
《国酒》 钟一镜到底预告片，引发网友
等 30 多部影视剧的航拍，最
惊叹并热转。刘建锋解释说：
初只拍一些大场景，现在导演 “这样的镜头只有全程无人机
对镜头语言更为挑剔，航拍从
航拍才能实现，无人机不受时
锦上添花式的辅助，成为全程
空限制的拍摄，为导演探索视
参与的主要拍摄手段。新的
觉呈现打开了一扇窗，也带给
手段反过来也促进延伸出更
观众全新观看体验。”

《战狼 2》的航拍镜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