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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制作一台阿富汗盒子相机？

盒子相机是一个简单的防光木盒子，配有一支摄影镜
头。

光线通过镜头，在盒子内部的相纸上聚焦；相纸固定在
用于给图像对焦的一块可移动的玻璃板上。相纸曝光后，
首先把相纸放进显影液中，然后放入定影液中，这两种溶
液分别装在盒子后部两个托盘中。相纸浸入定影液后，盒
子就可以打开了，就可以看到所拍摄的图像的负相（底
片）。然后把这张底片固定在镜头前，用同样的步骤把底
片拍摄下来，现在在相纸上只会看到正相了。

首先:

如同摄影一样，制作一台盒子相机并不是什么火箭科
学。有几个部分一定要认真对待，但绝大部分非常简单，
不必非常精确。显然，你制作得越是精确，你对各个主体
理解的越是透彻，就越是容易拍出好照片。

 

覆盖和保护：

为了保护木料，使相机更加耐用，木匠们给相机贴上乙
烯面料，或者在盒子和三脚架的各面图上厚厚的油漆。他
们还用各种材料来保护相机的四角。

阿富汗盒子相机计划

    阿富汗盒子相机计划的目的，是提供盒子相机的记录，
这是一种仍然有生命力的摄影形式，目前在阿富汗已处在
消失的边缘。

  在我们的网站www.afghanboxcamera.com上，读者可以找
到如何使用盒子相机的说明、关于这种相机和阿富汗摄影
的背景资料、摄影艺廊、摄影师作品集以及相关资源的链
接。我们还深入研究了阿富汗的大画幅摄影以及手工着色
肖像照片。

    这个计划是卢卡斯·比尔克和肖恩·福莱的合作项目，
我们也很高兴邀请其他人加入我们，一同记录这种消失的
生计手段和艺术形式。

       联系请洽contact@afghanboxcamer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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盒子：

盒子的长度为50厘米，高度为30厘米，宽度为30厘
米。如果盒子更大，把所有材料放进去更容易一些，
但携带就不方便了；这个尺寸也使得盒子在三脚架上
更容易保持平衡。以下所有尺寸都是用于50x30x30厘米
（19.5x11.8x11.8英寸）尺寸的盒子。

便携型：和我们在喀布尔见到的型号相比，我们无
意中在赫拉特和马沙雪瑞夫见到了一种更小的相机，尺
寸大约为36x28x28厘米（14x11x11英寸）。

你必须能够把盒子打开，看得到盒子内部，确保
后背有适用的合页，前面有锁紧机构。

非常重要！盒子必须防光，因为相纸需要彻底无
光（除了红色的光），否则依旧无法拍出照片。盒子
的底部必须稳固，因为你需要把化学溶液和相纸放在
里面。盒子的底部必须非常平整，否则药液会泼出
来。此外，必须把三脚架用螺丝固定在盒子的底部。
为此，盒子的底部厚度至少有5毫米—1厘米（0.4英
寸） 如果盒子的材料不够厚，你也可以在三脚架和盒
子之间制作一个平台——稍后提供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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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杆：

你需要三个金属杆，每个长度为50厘米，直径1厘米
（0.4英寸）。

其中一个金属杆的一端要有手柄。插图中，我们在金
属杆的顶端装上了一块圆形木头。两根直的金属杆用来
稳定对焦板，一端带“手柄”的金属杆就是连接到对焦
板上的调焦杆。

对焦板：

对焦板位于盒子内部，与三根金属杆连接。为确保对
焦板的稳定，又能够随意滑动，建议用木头来制作。尺
寸为宽度27厘米（10.6英寸），高度21厘米（8.2英寸），
厚度为1厘米（0.4英寸）。

在木板的中心位置，是一块放置相纸的玻璃。不一定
是真玻璃，也可以是有机玻璃或亚克力板。插图中的玻
璃板，连接到一个圆形可转动的木板上，然后固定到对
焦板上。这是一个额外的特色，使得你可以在拍摄肖像
的时候把玻璃板转动到垂直位置，在拍摄风景或合影时
转动到水平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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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头孔：

相机正面需要一个孔，尺寸与镜头相同。根据你所使用
的镜头，这个孔的直径可以达到8厘米。 这个孔应该与对焦
板的中心对齐。

操作窗：

通过盒子侧壁上的孔，你以后可以把胳膊伸进去，操作
相纸和化学药液。直径应该在8厘米至10厘米（4英寸）。
在插图的例子当中，在侧面的孔周围，做了一个小门。这
又是一个额外的特色，方便你在侧面放进和取出化学药液
和相纸。但是这个小门不一定真的需要，因为你也可以通
过盒子的盖子做到。

背板：

在盒子的背面，你必须做一个很小的可以锁闭的
小门。之后这将成为你的取景器。不需要很大。大概
8x12厘米（3.1x4.7英寸）就足够了。小门的一部分必
须切割掉，代之以红色的玻璃、有机玻璃或红色的塑
料片。这就使得红光可以进入盒子里，不致损坏相
纸。通过观测孔检查显影过程时，需要红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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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测孔：

盒子顶部的观测孔使你可以检查相纸的显影过程观测
孔应该很小，直径不超过4厘米。孔的顶端可以放一些你
可以把眼睛抵在上面的材料，防止光线进入盒子。不向
盒子内观测时，有很多方法可以盖住这个孔。在我们的
案例当中，我们把一个小遮板固定在盖板的内部。利用
一个大头针，从盒子的外面就可以操作这个遮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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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金属杆和调焦板：

插图中的调焦板和金属杆现在组合在一起。金属杆
插入调焦板的孔，应该比金属杆略大，这样就可以轻松
地滑动。调焦杆是调焦板上唯一固定的金属杆。这就让
你可以从盒子外面移动调焦板。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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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纸盒：

如果你有自己定制的相纸盒，适合你自己的相机的尺
寸，工作起来就更顺手。一旦金属杆安装在相机里，相纸
盒应该适合放在调焦板下面。相纸盒必须防光，很容易开
启，所以当盒子关闭起来，你只有一只手操作时可以得
心应手。我们自己相机里用的相纸盒是18厘米（7英寸）
宽，12厘米（4.7英寸）深，4厘米（1.5英寸）高。

盒子也可以分割，用来储存不同尺寸的相纸，可以用
木头、卡纸或任何其他的固体材料制作。

托盘：

你需要两个托盘：一个用来装显影液，一个装定影
液。

根据你拍摄的图像大象，决定托盘的大小。

例如10x12厘米（4x4.7英寸）。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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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头：

如果你不打算使用镜头，或者没有镜头的预算，你可以
制作一个针孔盒子相机（参看下一页）。

如果你使用35毫米相机上的镜头，图像尺寸只有24x36厘
米（0.9x1.1英寸）。你使用的镜头种类决定了你拍摄的图像
的尺寸。理想的镜头应该是大画幅相机的镜头，因为能够
调节光圈和快门速度。相对廉价的这类镜头，在二手市场
或网上拍卖都可以买到。你也可以用摄影放大镜头，虽然
放大镜头只能调节光圈。如果用放大镜头的话，你还需要
一个镜头盖。把镜头盖摘下一定的时间，作为你的快门开
启时间。我们这里展示的镜头，是没有快门控制的放大镜
头。

制作针孔相机说明：

使用结实的黑卡纸或薄金属片，把它固定在盒子正
面中央切割出的孔上（直径1厘米（0.4英寸））。  盒子
内部玻璃板离开针孔的距离应该7-15厘米（2.7x6英寸）
。 针孔直径大约0.5毫米。 这可以产生很不错的效果要
得到这样的开孔，可以使用10号缝衣针，穿透金属板或
纸张（穿透一半）。针孔越圆，焦点的细节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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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脚架： 

你要确保盒子非常稳固三脚架应该很牢固可以买专业
三脚架，固定在盒子上，或者用长螺钉替换三脚架顶部的
插槽。在盒子底部钻一个孔，把螺钉穿过去，用右旋螺母
固定牢靠。为了强化整体结构，把带有小孔的薄薄的圆形
金属片贴在盒子两侧的中间位置。如果盒子并不是用厚实
的材料制成的，你可以在三脚架上连接一个底座（例如木
板），然后把相机固定在底座上。阿富汗相机原本有非常
大的木制三脚架，非常稳定；这些三脚架和相机一样，都
是木匠制作的，而且非常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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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片夹： 

为了制作成正相，你需要一个底片夹，固定在镜头前面。之
后你会把底片放在这个底片夹上，拍摄下来，制作出正相的影
像。这个构件可以用木头或轻型金属材料来制作。镜头到底片
夹的距离，有赖于你希望得到的正相有多大尺寸。你需要的，
是两块木头或金属，彼此成直角（90°），固定在相机正面或
底部。示例中，我们使用了一个合页，把底片夹连接在照相机
的正面。

如果你不打算为整个制作过程的最后一个步骤制作单独的
构件，也可以底片贴在墙上或其他任何垂直平面上，然后拍下
来。

展示：

阿富汗的很多盒子相机侧面都有各种展示。摄影
师们用这种展示方式来演示他们的作品。展示方式基
本上是装有合页的一块装框的玻璃板。 玻璃后面，照
片被粘贴在盒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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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盒：

你可能需要的另一个额外的选择，就是给照相机增加一个
装剪刀或完成的照片之类工具的小抽屉。抽屉在相纸盒的下
面。抽屉一定要相对小一些，因为盒子里面对于相纸盒和对
焦板来说，没有足够的空间。

套袖：

最后一步，必须在侧面装一块防光布，之后你可以从
这里把手伸进相机里。防光布应该做成袖子的样子，这样
就能够遮住你的手臂，至少到肘部。也可以用一件旧夹
克，只要用适用的材料制成。阿富汗的大部分盒子相机都
是把旧夹克的袖子固定在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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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完成的相机



26 27

装饰：

制作相机的木匠以及使用相机的摄影师在美化盒子相机
时，都展现出自己的审美趣味。很多相机上都可以看到鲜艳的
颜色、弯曲的木块、照片、镜子和贴纸。

带图案的边饰可以组装到调焦板（上）以及展示框（下）
的边缘。 

左侧展示的镜头防护罩，固定在了镜头孔的上
方。右侧是一张光碟，内缘和外缘上有小钉，固定在
镜头孔上。

观测孔也可以装上金属边。下图所示是一种方格
型图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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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对焦系统：

阿富汗盒子相机所采用的内部对焦系统的另一个选择，是
制作一套外部对焦系统。你可以制作自己的对焦装置，或者
利用一台旧宝丽来相机的部件。关键是防光皮腔。镜头与相
纸之间的距离，将根据拍摄对象里镜头的距离来决定被拍摄
对象的焦点。

技巧说明：

光圈

光圈在镜头的内部事实上，任何一款镜头都有光圈系统（不论是
网络摄像头、手机、摄像机还是照相机），控制光线进入照相机的多
少。 镜头越 好，光圈就能够开启得越大。光圈往往用“f.数字”来表
示。光圈也控制景深，即图像清晰度的多少。F.2、f.2.8或f.3.5之类的
大光圈，可以让图像的背景模糊。f.11、f.16或f.22之类小光圈，可以
让图像的前景和背景保持锐利。小光圈意味着大景深，就需要强光或
降低快门速度。

快门速度

快门控制光线通过镜头进入相机的时间长短。如果使用带有集
成快门的镜头，可以把速度设定到一个具体时间上，如1/60秒，或1
秒。如果你不用带快门的镜头，就必须手动遮上或打开镜头。手动打
开镜头就相当于快门的作用。

曝光时间 

由你所处环境的光线情况决定，例如阳光明媚、阴天或户外。你
必须改变曝光时间现场光线情况、光圈、快门速度和相纸的感光度
（ISO），共同决定了曝光时间。例如，阴天在户外，光圈为f.8，相
纸感光度为5，快门速度就是1/2秒。

总结

如果你不打算深入了解光圈、快门速度以及更多的摄影技术，只
要遵循这条经验法则即可：阴天户外使用f.5.6的光圈，曝光时间为
1/2秒。 户外直射的阳光下，光圈f/8，速度1/30秒。室内光线充足，
光圈5.6，速度3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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