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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Title: PHOTOGRAPHING METHOD, DEVICE AND TERMINAL

(54) 发明名称 ：拍摄方法 、装置及 终端

拍摄设备确定 当前的拍摄姿 态实际數据 不在预设拍摄姿 态参考
值范围内的情况下，通过可视化提醒信息提醒用户调 整拍摄设
备的拍¾ 姿 态 其 中，所述预设拍摄姿 态参考值 范围为不同拍

摄 莫式下的拍摄 效果标准值 范围

在调整过程 中，当拍摄设 备检测到 当前的拍摄姿态实际数据在
围内的情况下，通过可 化提醒信息提

醒用户 当前的拍摄姿 态实际数椐在预设拍摄姿 态
参考值 范围内，并进行拍摄 I 图 1/ Fig. 1

(57) Abstract: Provided are a photographing method, device and terminal. The method comprises: in the case of determining that
the actual data of a current photographing posture i s out of a predetermined range of photographing posture reference values, a pho -
tographing device reminding a user to adjust the photographing posture of the photographing device through visualized information,
wherein the predetermined range of photographing posture reference values i s a range of standard values of photographing effects in
different photographing modes; and during the adjusting process, when detecting that the actual data of the current photographing
posture falls into the predetermined range of photographing posture reference values, the photographing device reminding the user
that the actual data of the current photographing posture falls into the predetermined range of photographing posture reference val
ues, and carrying out photographing. The invention solves the problem in the related art that a user cannot get a reminder more vis -
ibly and conveniently to conduct a corresponding adjustment during the photographing process, thereby increas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photographing reminder and facilitating improving the user experience.

(57)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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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提供一种拍摄方法、装置及终端，其中，该方法包括：拍摄设备确定当前的拍摄姿态实际数据不在预
设拍摄姿态参考值范围内的情况下，通过可视化提醒信息提醒用户调整拍摄设备的拍摄姿态，其中，预设拍
摄姿态参考值范围为不同拍摄模式下的拍摄效果标准值范围；在调整过程 中，当拍摄设备检测到当前的拍摄
姿态实际数据在预设拍摄姿态参考值范围内的情况下，通过可视化提醒信息提醒用户当前的拍摄姿态实际数
据在预设拍摄姿态参考值范围内，并进行拍摄。本发明解决了相关技术中用户在拍摄过程 中，无法得到更加
直观的、便于进行相应的调整的提醒的问题，从而提高了提醒拍摄的有效性，有助于改善用户体验。



拍摄方法、装置及终端

技术领域

本发明涉及通信领域，具体而言，涉及一种拍摄方法、装置及终端。

背景技术

智能终端近些年快速发展 ，得到了大范围的普及和应用。智能终端除

了提供移动通讯功能外，通过配置在智能终端上的摄像头可以为用户提供

接近专业拍照和视频录制的数字多媒体体验。

但是，用户在使用智能终端上的拍照功能时，因为智能设备重量较轻，

尺寸较小，导致拍摄的位置和角度难以掌握，从而使得拍摄 出来的照片差

强人意。对于拍照而言，最为重要的就是水平方向的稳定。用户可以通过

三脚架或者借助水平仪等工具来辅助确定水平平面，但是这些辅助工具一

方面不能随身携带，失去 了移动终端作为随身便携拍摄设备的便利性，不

能从根本上解决相机拍摄过程中水平状态稳定的问题。

相关技术中，有解决相机拍摄过程中水平角度的显示问题的技术方案，

例如，申请号为 CN200410095685 的专利申请文件，提 出了一种移动终端的

摄 ，虽然该方案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水平角度的显示问题，但是此种方式

仍然存在一些缺陷和不足，如下：

( 1 ) 采用相对地面的倾斜度数据来显示角度。

通过软件直接在拍摄屏幕上显示参考角度或者角度数据，虽然在一定

程度上为用户提供 了详细的角度数据，但是对于普通用户而言，对于复杂

的几何角度难以理解，因此，显示的参考角度或者角度数据不容易为普通

用户所接受。

( 2 ) 在用户拍照过程 中，不能为用户提供更直观、便于进行相应的调



整的提醒。

用户在拍摄过程 中，不能得到适合 的拍照角度和位置的提 醒 ，用户必

须依赖屏幕上的数字来逐步试探着调整拍摄状 态，无法得到更加直观 的、

便 于进行相应 的调整的提醒。

针对相 关技术 中上述至少之一的问题 ，目前 尚未提 出有效的解决方案 。

发 明 内容

本发 明实施例提供 了一种拍摄 方法 、装置及终端 ，以至 少解决相 关技

术 中用户在拍摄过程 中，无法得到更加直观 的、便 于进行相应 的调整的提

醒的问题 。

根据本发 明实施例的一个方面，提供 了一种拍摄方法，所述方法 包括 ：

拍摄设备确定 当前的拍摄姿 态实际数据 不在预设拍摄姿 态参考值 范围内的

情况下，通过可视化提 醒信 息提醒用户调整上述拍摄设备 的拍摄姿 态，其

中，上述预设拍摄姿 态参考值 范围为不 同拍摄模 式下的拍摄 效果标准值 范

围；在调整过程 中，当上述拍摄设备检 测到 当前的拍摄姿 态实际数据在上

述预设拍摄姿 态参考值 范围内的情况下，通过上述可视化提 醒信 息提醒用

户上述 当前的拍摄姿 态实际数据在上述预设拍摄姿 态参考值 范围内，并进

行拍摄 。

优选地 ，在上述拍摄设备确定 当前的拍摄姿 态实际数据 不在预设拍摄

姿 态参考值 范围内的情况下，通过上述可视化提醒信 息提醒用户调整上述

拍摄设备 的拍摄姿 态之前 ，上述拍摄 方法还 包括 ：上述拍摄设备根据上述

自身支持 的不同的拍摄模 式，设置上述预设拍摄姿 态参考值 范围。

优选地 ，在上述拍摄设备确定 当前的拍摄姿 态实际数据 不在预设拍摄

姿 态参考值 范围内的情况下，通过上述可视化提醒信 息提醒用户调整上述

拍摄设备 的拍摄姿 态之前 ，上述拍摄 方法还 包括 ：所述拍摄设备获取 自身

当前的水平方向的状 态信 息；所述拍摄设备将所述 当前的水平方向的状 态



信 息，转化 为所述 当前的拍摄姿 态实际数据 。

优选地 ，上述拍摄设备获取上述拍摄设备 当前的水平方向的状 态信 息

包括 ：上述拍摄设备通过以下至少之一方式获取 当前的水平方向的状 态信

息：上述拍摄设备 间隔预设周期查询和/或监听 自身底层装置获取上述状 态

信 息；上述拍摄设备接 收 自身的所述底层装置上报 的上述状态信 息。

优选地 ，在上述拍摄设备检 测到上述 当前的拍摄姿 态实际数据在上述

预设拍摄姿 态参考值 范 围内的情况下，进行拍摄之后 ，上述拍摄 方法还 包

括 ：上述拍摄设备保存底层 的图像 流生成拍摄 图片，其 中，上述底层 的图

像 流中不包括上述可视化提醒信 息。

优选地 ，上述可视化提醒信 息包括 以下至少之一：用于提 醒的图标 、

用于提醒的声音 、用于提醒的振动 、用于提醒的文字。

根据本发 明实施例的另一方面，提供 了一种拍摄装置，所述装置 包括：

提醒模块和拍摄模块；其 中，

提 醒模块 ，配置为确定 当前的拍摄姿 态实际数据 不在预设拍摄姿 态参

考值 范围内的情况下，通过可视化提醒信 息提醒用户调整拍摄装置所在 的

拍摄设备 的拍摄姿 态，其 中，上述预设拍摄姿 态参考值 范围为不 同拍摄模

式下的拍摄效果标准值 范围；

拍摄模块 ，配置为在调整过程 中，当检 测到 当前的拍摄姿 态实际数据

在上述预设拍摄姿 态参考值 范围内的情况下，通过提醒模块显示上述可视

化提醒信 息，提醒用户上述 当前的拍摄姿 态实际数据在上述预设拍摄姿 态

参考值 范围内，并进行拍摄 。

优选地 ，上述拍摄装置还 包括 ：设置模 块 ，配置为根据所在拍摄设备

支持 的不同的拍摄模 式设置上述预设拍摄姿 态参考值 范围。

优选地 ，上述拍摄 装置还 包括 ：获取模块 ，配置为获取上述拍摄设备

当前的水平方向的状 态信 息；转化模块 ，配置为将获取模块获取 的 当前的



水平方向的状态信 息，转化为上述 当前的拍摄姿 态实际数据 。

根据本发 明实施例的又一方面，提供 了一种拍摄终端 ，其 包括 ：上述

任一种拍摄装置。

在本发 明实施例 中，拍摄设备确定 出当前的拍摄姿 态实际数据 不在预

设拍摄姿 态参考值 范围内的情况下，通过可视化提醒信 息提 醒用户调整上

述拍摄设备 的拍摄姿 态，该预设拍摄姿 态参考值 范围是 不 同拍摄模 式下的

拍摄效果标准值 范围，例如 ，可以是 不 同拍摄模 式下最佳拍摄效果的标准

值 范围，并在调整过程 中的实时地将 当前的拍摄姿 态实际数据与上述预设

拍摄姿 态参考值 范围进行 比较 ，当检 测到调整过程 中的 当前 的拍摄姿 态实

际数据在上述预设拍摄姿 态参考值 范围内的情况下，即当前处于最佳 的拍

摄姿 态，通过所述可视化提醒信 息提醒用户所述 当前的拍摄姿 态实际数据

在所述预设拍摄姿 态参考值 范围内，并进行拍摄 ，以拍的效果较佳 的图片，

实现 了实时地通过可视化提 醒信 息提 醒用户调整拍摄设备 的 当前拍摄姿

态，用户可以实时地获得 更直观 的可视化提醒信 息，以便 更容 易地将拍摄

设备调整到最佳 的拍摄姿 态，从 而提 高了提醒拍摄 的有效性 ，有助于改善

用户体险。

附图说 明

此处所说 明的附图用来提供对本发 明实施例的进一步理解 ，构成本 申

请 的一部分 ，本发 明实施例的示意性 实施例及其说 明用于解释本发 明实施

例 ，并不构成对本发 明实施例的不 当限定。在 附图中：

图 1是根据本发 明实施例的拍摄方法的流程 图；

图 2 是根据本发 明实施例的拍摄装置的结构框 图；

图 3 是根据本发 明实施例的另一种拍摄装置的结构框 图；以及

图 4 是根据本发 明实施例的另一种拍摄 方法的流程 图。



具体 实施方式

下文 中将参考 附图并结合 实施例来详 细说 明本发 明。需要说 明的是 ，

在不沖突的情况下，本 申请 中的实施例及 实施例 中的特征可以相互组合 。

本 实施例提供 了一种拍摄方法，如 图 1 所示 ，该拍摄方法包括 ：

步驟 S102: 拍摄设备确定 当前的拍摄姿 态实际数据不在预设拍摄姿 态

参考值 范围内的情况下 ，通过可视化提醒信 息提醒用户调整拍摄设备 的拍

摄姿 态，其 中，所述预设拍摄姿 态参考值 范围为不 同拍摄模 式下的拍摄效

果标准值 范围。

步驟 S104: 在调整过程 中，当拍摄设备检 测到 当前的拍摄姿 态实际数

据在预设拍摄姿 态参考值 范围内的情况下，通过可视化提醒信 息提醒用户

当前的拍摄姿 态实际数据在预设拍摄姿 态参考值 范围内，并进行拍摄 。

通过上述步驟 ，拍摄设备确定 出当前的拍摄姿 态实际数据 不在预设拍

摄姿 态参考值 范围内的情况下，通过可视化提醒信 息提醒用户调整所述拍

摄设备 的拍摄姿 态。

其 中，所述预设拍摄姿 态参考值 范围，是 不 同拍摄模 式下的拍摄效果

标准值 范围，例如 ，可 以是不同拍摄模 式下最佳拍摄效果的标准值 范围。

本步驟具体 为：在调整过程 中，实时地将 当前的拍摄姿 态实际数据与

所述预设拍摄姿 态参考值 范围进行 比较 ，当检 测到调整过程 中的 当前的拍

摄姿 态实际数据在所述预设拍摄姿 态参考值 范围内的情况下 ，即当前处于

最佳 的拍摄姿 态，通过所述可视化提醒信 息提醒用户所述 当前的拍摄姿 态

实际数据在所述预设拍摄姿 态参考值 范围内，并进行拍摄 。

如此 ，即可拍取效果较佳 的图片，从 而实现 了实时地通过可视化提醒

信 息提醒用户调整拍摄设备 的 当前拍摄姿 态，用户可以实时地获得 更直观

的可视化提醒信 息，以便 更容 易地将拍摄设备调整到最佳 的拍摄姿 态，从

而提 高了提醒拍摄 的有效性 ，有助于改善用户体验 。



为 了便 于在不 同拍摄模 式下有效地提醒用户进行拍摄 ，在本优选 实施

例 中，在所述拍摄设备确定 当前的拍摄姿 态实际数据 不在预设拍摄姿 态参

考值 范围内的情况下 ，通过上述可视化提醒信 息提醒用户调整上述拍摄设

备 的拍摄姿 态之前 ，上述拍摄 方法还 包括 ：所述拍摄设备根据所述拍摄设

备 支持 的不 同的拍摄模 式设置上述预设拍摄姿 态参考值 范围。

其 中，所述拍摄模 式可以包括 ：人 像拍摄模 式、风景拍摄模 式等拍摄

模 式。即根据 不 同拍摄模 式设置各个拍摄模 式下的最佳拍摄 效果的拍摄姿

态参考值 范围，例如 ，该拍摄姿 态参考值 范围可以包括拍摄 角度 、拍摄位

置等参数值 的范围，以便可以更直观地 、有效地提醒拍摄 。

为 了准确地获得上述可视化提醒信 息来调整拍摄设备 的拍摄姿 态，在

本优选 实施例 中，在上述拍摄设备确定 当前的拍摄姿 态实际数据 不在预设

拍摄姿 态参考值 范围内的情况下，通过上述可视化提醒信 息提醒用户调整

上述拍摄设备 的拍摄姿 态之前 ，上述拍摄 方法还 包括 ：所述拍摄设备获取

自身 当前的水平方向的状 态信 息；所述拍摄设备将所述 当前 的水平方向的

状 态信 息，转化为上述 当前的拍摄姿 态实际数据 。即为 了更便捷地 、有效

地根据提醒信 息快速地将拍摄设备调整到最佳拍摄姿 态，实时获取上述拍

摄设备 当前的水平方向的状态信 息，并将获得 的状 态信 息经过标准算法 （该

标准算法考虑到拍摄设备 的类别 ，拍摄模 式等 因素 ）转化为 当前的拍摄姿

态实际数据 ，以便可 以 实时地获得 当前的提醒信 息。

为 了满足不 同应用场景的需求 ，在本优选 实施例 中，上述拍摄设备获

取上述拍摄设备 当前的水平方向的状 态信 息包括 ：所述拍摄设备通过以下

至少之一方式获取上述拍摄设备 当前的水平方向的状 态信 息：所述拍摄设

备 间隔预设周期查询和/或监 听上述拍摄设备 的底层装置获取 上述状 态信

息；所述拍摄设备接 收上述拍摄设备 的底层装置上报 的上述状 态信 息。即

可以通过不 同方式获得上述拍摄设备 的底层状 态信 息，例如 ，可 以 通过向



系统注册监听机制来获取底层的状态信息，以便满足不同应用需求。

为了获得完整的拍摄 图片，在本优选实施例中，在上述拍摄设备检测

到上述当前的拍摄姿态实际数据在上述预设拍摄姿态参考值范围内的情况

下，进行拍摄之后，上述拍摄方法还 包括：所述拍摄设备保存底层的图像

流，所述底层图像流组成拍摄 图片；

其中，所述底层的图像流中不包括上述可视化提醒信息。即上述可视

化提醒信息并不会保存到图片中，从而在通过上述可视化提醒信息的提醒

拍摄到最佳效果的图片后，可以得到没有掺杂可视化提醒信息的完整的图

片。

为了便于用户根据上述可视化提醒信息更直观地、容易地调整拍摄设

备的拍摄姿态，在本优选实施例中，上述可视化提醒信息可以包括以下至

少之一：用于提醒的图标 （例如，直接提醒向左或向右调整的图标 ）、用于

提醒的声音、用于提醒的振动、用于提醒的文字等信息。

本优选实施例提供 了一种拍摄装置，如图 2 所示，该拍摄装置包括：

提醒模块 202 和拍摄模块 204; 其中，

提醒模块 202, 配置为确定当前的拍摄姿态实际数据不在预设拍摄姿态

参考值范围内的情况下，通过可视化提醒信息提醒用户调整拍摄装置所在

的拍摄设备的拍摄姿态，其中，所述预设拍摄姿态参考值范围是不同拍摄

模式下的拍摄效果标准值范围；

拍摄模块 204, 连接至提醒模块 202, 配置为在调整过程中，当检测到

当前的拍摄姿态实际数据在所述预设拍摄姿态参考值范围内的情况下，通

过提醒模块 202 显示可视化提醒信息提醒用户上述当前的拍摄姿态实际数

据在上述预设拍摄姿态参考值范围内, 并进行拍摄。

在上述优选实施例中，所述提醒模块 202, 配置为确定出当前的拍摄姿

态实际数据不在预设拍摄姿态参考值范围内的情况下，通过可视化提醒信



息提醒用户调整上述拍摄设备的拍摄姿态。

其中，所述预设拍摄姿态参考值范围是不同拍摄模式下的拍摄效果标

准值范围，例如，可 以是不同拍摄模式下最佳拍摄效果的标准值范围，并

在调整过程中的实时地将当前的拍摄姿态实际数据与上述预设拍摄姿态参

考值范围进行比较。

所述拍摄模块 204, 配置为当检测到调整过程中的当前的拍摄姿态实际

数据在上述预设拍摄姿态参考值范围内的情况下，即当前处于最佳的拍摄

姿态，通过提醒模块 202 显示可视化提醒信息提醒用户所述当前的拍摄姿

态实际数据在所述预设拍摄姿态参考值范围内，并进行拍摄。如此，以拍

的效果较佳的图片，实现了实时地通过可视化提醒信息提醒用户调整拍摄

设备的当前拍摄姿态，用户可以实时地获得更直观的可视化提醒信息，以

便更容易地将拍摄设备调整到最佳的拍摄姿态，从而提高了提醒拍摄的有

效性，有助于改善用户体验。

为了便于在不同拍摄模式下有效地提醒用户进行拍摄，在本优选实施

例中，如图 3 所示，上述拍摄装置还包括：设置模块 206, 配置为根据所在

拍摄装置所在的拍摄设备支持的不同的拍摄模式设置上述预设拍摄姿态参

考值范围，以及为提醒模块 202 及拍摄模块 204 提供所述拍摄姿态参考值

范围；相应的，所述提供模块 202, 配置为接收设置模块 206 提供的所述拍

摄姿态参考值范围；所述拍摄模块 204, 配置为接收设置模块 206 提供的所

述拍摄姿态参考值范围。其中，上述拍摄模式可以包括：人 像拍摄模式、

风景拍摄模式等拍摄模式。即根据不同拍摄模式设置各个拍摄模式下的最

佳拍摄效果的拍摄姿态参考值范围，例如，该拍摄姿态参考值范围可以包

括拍摄角度、拍摄位置等参数值的范围，以便可以更直观地、有效地提醒

拍摄。

为了准确地获得上述可视化提醒信息来调整拍摄设备的拍摄姿态，在



本优选实施例中，如图 3 所示，上述拍摄装置还 包括：获取模块 208, 配置

为获取所在拍摄设备 当前的水平方向的状态信息；转化模块 210, 连接至获

取模块 208, 配置为将获取模块 208 获取的当前的水平方向的状态信息，转

化为上述当前的拍摄姿态实际数据。

所述转化模块 210, 配置为将所述 当前的拍摄姿态实际数据提供给拍摄

模块 204; 相应的，所述拍摄模块 204, 配置为接收转化模块 210 发来的当

前的拍摄姿态实际数据。

为了满足不同应用场景的需求，在本优选实施例中，所述获取模块 208,

配置为通过以下至少之一方式获取上述拍摄设备 当前的水平方向的状态信

息：上述拍摄设备 间隔预设周期查询和/或监听上述拍摄设备的底层装置获

取上述状态信息；上述拍摄设备接收上述拍摄设备的底层装置上报的上述

状态信息。

为了获得完整的拍摄 图片，在本优选实施例中，所述拍摄装置还 包括：

保存模块 212, 配置为保存拍摄模块 204 获取的底层的图像流，所述底层的

图像流组成拍摄 图片，其中，上述底层的图像流中不包括上述可视化提醒

信息；相应的，所述拍摄模块 204, 配置为将拍摄获取的底层的图像流发送

给保存模块 212 。

在本优选实施例中，提供 了一种优选的拍摄终端，该拍摄终端包括上

述任一种拍摄装置，该拍摄终端可以是相机 、摄像机 、智能移动终端等具

备拍照功能的终端。

以下结合附图对上述各个优选实施例进行详细地描述。

在本优选实施例中，上述拍摄终端以相机或摄像机为例，图 4 是根据

本发明实施例的另一种拍摄方法的流程图，如图 4 所示，该流程 包括如下

步驟：

步驟 S402: 用户启动相机或者摄像机进行拍照，对姿态调整模块完成



初始化 。

这里 ，所述对姿 态调整模块完成初始化 包括 ：启动姿 态调整模块 （相

当于上述拍摄装置 ），姿 态调整模块首先会进行设备和状态信 息的初始化 ，

通过本地 系统 中的配置文件 ，读取拍摄姿 态初始化 角度 （相 当于上述预设

拍摄姿 态参考值 范围 ）；

其 中，所述拍摄姿 态初始化 角度 由系统默认设置 ，根据拍照的人像模

式和风景模 式不 同设置 ，在各个模 式下的最佳拍摄效果的拍摄姿 态参考值

范围。

在姿 态调整模 块初始化 完成后 ，所述姿 态调整模 块向 系统注册加传感

器事件 的接 收监听机制 ；所述姿 态调整模 块可以及 时获得底层硬件通过传

感器上报 的数据 ，并对上报 的数据经过标准算法的转换 ，产生拍摄设备 当

前的拍摄姿 态的实际数据 （相 当于上述拍摄姿 态实际数据 ）。

步驟 S404: 姿 态调整模块对 当前拍摄模 式进行判断，若是风景模 式，

则转至步驟 S406; 若是人像模式，则转至步驟 S410 。

步驟 S406: 姿 态调整模块会采用风景模 式下的拍照姿 态角度 （相 当于

上述预设拍摄姿 态参考值 范围 ）为参考值 ，与 当前的实际数据进行 比较 ；

如果 实际数据处于参考值 的范围外 ，表 明 当前拍摄姿 态不是 最佳 的，若需

要 向左调整设备姿 态情况下，则姿 态调整模块会在相机预 览的界 面，通过

指示向左的图标或者指示声音等可视化提醒信 息，提醒用户调整设备 的拍

摄姿 态；反之 ，如果需要 向右调整设备姿 态的情况下 ，则姿 态调整模块会

在相机预 览界 面，通过指示向右 的图标或者指示声音等可视化提醒信 息，

提醒用户调整设备 的拍摄姿 态。

步驟 S408: 在用户调整设备 的拍摄姿 态的过程 中，姿 态调整模块根据

设备 当前的位置和角度等 当前的拍摄姿 态实际数据 ，判断设备姿 态是 否处

于最佳拍摄状 态，如果 当前的位置和角度等 当前的拍摄姿 态实际数据处于



预设拍摄姿 态参考值 范围内，则转至步驟 S414; 否则 ，转至步驟 S406 。

步驟 S410: 姿 态调整模块采用人像模式下的拍照姿 态角度 （相 当于上

述预设拍摄姿 态参考值 范围 ）为参考值 与 当前的实际数据进行 比较 ，如果

实际数据处于参考值 的范围外 ，表 明 当前拍摄姿 态不是最佳 的，当需要 向

左调整设备姿 态情况下 ，则姿 态调整模块会在相机预 览的界 面通过指示向

左的图标或者指示声音等可视化提醒信 息提醒用户调整设备 的拍摄姿 态；

反之 ，如果需要 向右调整设备姿 态的情况下 ，则姿 态调整模 块会在相机预

览界 面通过指示向右 的图标或者指示声音等可视化提醒信 息提醒用户调整

设备 的拍摄姿 态。

步驟 S412: 在用户调整设备 的拍摄姿 态的过程 中，姿 态调整模块根据

设备 当前的位置和角度等 当前的拍摄姿 态实际数据 ，判断设备姿 态是 否处

于最佳拍摄状 态，如果 当前的位置和角度等 当前的拍摄姿 态实际数据处于

预设拍摄姿 态参考值 范围内，则转至步驟 S414; 否则 ，转至步驟 S410 。

步驟 S414: 如果 当前的位置和角度等 当前的拍摄姿 态实际数据处于预

设拍摄姿 态参考值 范围内，表 明用户此时拍照处于最佳 的位 置 ，姿 态调整

模块在预 览区域通过可视化方式提醒用户调整 当前的姿 态，如通过播放 声

音 ，提示 图标和文本的方式，提醒用户设备 当前为最佳拍摄姿 态，以便 及

时进行拍照；用户在得到姿 态调整提醒消息后 ，可 以根据提 示信 息及 时地

调整位置或者 角度等拍摄姿 态实际数据 ，在此过程 中，姿 态调整模块不会

将提醒信 息或者 图标保存在用户拍摄 的照片中，以保证 用户拍摄 照片信 息

的完整性 。最后 ，当用户按 下拍照键后 ，相机模块会将底层 的图像 流保存

到本地文件 系统 中，形成最终的拍摄照片。

从 以上的描述 中，可 以看 出，上述优选 实施例 实现 了如下技术效果：

拍摄设备确定 出当前的拍摄姿 态实际数据 不在预设拍摄姿 态参考值 范围内

的情况下 ，通过可视化提醒信 息提醒用户调整上述拍摄设备 的拍摄姿 态，



该预设拍摄姿 态参考值 范围是 不 同拍摄模 式下的拍摄效果标准值 范围，例

如 ，可 以是 不同拍摄模 式下最佳拍摄效果的标准值 范围，并在调整过程 中，

实时地将 当前的拍摄姿 态实际数据与上述预设拍摄姿 态参考值 范围进行 比

较 ； 当检 测到调整过程 中的 当前的拍摄姿 态实际数据在上述预设拍摄姿 态

参考值 范围内的情况下 ，即当前处于最佳 的拍摄姿 态，通过所述可视化提

醒信 息提醒用户所述 当前的拍摄姿 态实际数据在所述预设拍摄姿 态参考值

范围内，并进行拍摄 ，以拍的效果较佳的图片。

如此 ，实现 了实时地通过可视化提醒信 息提醒用户调整拍摄设备 的 当

前拍摄姿 态，用户可以实时地获得 更直观 的可视化提醒信 息，以便 更容 易

地将拍摄设备调整到最佳 的拍摄姿 态，从 而提 高了提醒拍摄 的有效性 ，有

助于改善用户体验 。

显 然，本领域 的技术人 员应该明白，上述的本发 明实施例 的各模块或

各步驟 可 以用通用的计算装置来 实现 ，它们 可 以集中在单个的计算装置上 ，

或者分布在 多个计算装置所组成的网络上 ，可选地 ，它们可 以用计算装置

可执行 的程序代码来 实现 ，从 而，可 以将它们存储在存储装置 中由计算装

置来执行 ，并且在某些情况下，可 以 以不 同于此处的顺序执行所示 出或描

述的步驟 ，或者将它们分别制作成各个集成 电路模块 ，或者将它们 中的多

个模 块或步驟制作成单个集成 电路模块来 实现 。这样 ，本发 明实施例不限

制于任何特定的硬件和软件结合 。

以上仅 为本发 明的优选 实施例 而 已，并不用于限制本发 明，对 于本领

域 的技术人 员来说 ，本发 明可 以有各种更改和变化 。凡在本发 明的精神和

原则之 内，所作 的任何修 改、等 同替换 、改进等 ，均应 包含在本发 明的保

护范围之 内。



权利要求书

1、一种拍摄方法，所述方法包括 ：

拍摄设备确定 当前的拍摄姿 态实际数据 不在预设拍摄姿 态参考值 范围

内的情况下，通过可视化提醒信 息提醒用户调整所述拍摄设备 的拍摄姿 态，

其 中，所述预设拍摄姿 态参考值 范围为不 同拍摄模 式下的拍摄效果标准值

范围；

在调整过程 中，当所述拍摄设备检 测到 当前的拍摄姿 态实际数据在所

述预设拍摄姿 态参考值 范围内的情况下，通过所述可视化提 醒信 息提醒用

户所述 当前的拍摄姿 态实际数据在所述预设拍摄姿 态参考值 范围内，并进

行拍摄 。

2、根据权利要 求 1 所述的方法，其 中，在所述拍摄设备确定 当前的拍

摄姿 态实际数据 不在预设拍摄姿 态参考值 范围内的情况下 ，通过所述可视

化提醒信 息提醒用户调整所述拍摄设备 的拍摄姿 态之前 ，所述方法还 包括 ：

所述拍摄设备根据 自身支持 的不 同的拍摄模 式，设置所述预设拍摄姿

态参考值 范围。

3、根据权利要 求 1 所述的方法，其 中，在所述拍摄设备确定 当前的拍

摄姿 态实际数据 不在预设拍摄姿 态参考值 范围内的情况下 ，通过所述可视

化提醒信 息提醒用户调整所述拍摄设备 的拍摄姿 态之前 ，所述方法还 包括 ：

所述拍摄设备获取 自身 当前的水平方向的状 态信 息；

所述拍摄设备将所述 当前的水平方向的状 态信 息，转化为所述 当前的

拍摄姿 态实际数据 。

4、根据权利要 求 3 所述的方法，其 中，所述拍摄设备获取 自身 当前的

水平方向的状态信 息，包括：

所述拍摄设备 通过 以下至少之 一方式获取 当前 的水平方向 的状 态信



所述拍摄设备 间隔预设周期查询和/或监听 自身底层装置获取所述状态

信 息；

所述拍摄设备接收 自身的所述底层装置上报 的所述状态信 息。

5、根据权利要 求 1 至 4 中任一项所述的方法，其 中，在所述拍摄设备

检 测到所述 当前的拍摄姿 态实际数据在所述预设拍摄姿 态参考值 范围内的

情况下，进行拍摄之后 ，所述方法还 包括 ：

所述拍摄设备保存底层 的图像 流生成拍摄 图片，其 中，所述底层 的图

像 流中不包括所述可视化提醒信 息。

6、根据权利要 求 1 所述的方法，其 中，所述可视化提醒信 息包括以下

至少之一 ：用于提醒的图标 、用于提醒的声音 、用于提醒的振动 、用于提

醒的文字。

7、一种拍摄装置，所述装置 包括 ：提醒模块和拍摄模块；其 中，

提醒模块 ，配置为确定 当前的拍摄姿 态实际数据 不在预设拍摄姿 态参

考值 范围内的情况下，通过可视化提醒信 息提醒用户调整拍摄装置所在 的

拍摄设备 的拍摄姿 态，其 中，所述预设拍摄姿 态参考值 范围为不 同拍摄模

式下的拍摄效果标准值 范围；

拍摄模块 ，配置为在调整过程 中，当检 测到 当前的拍摄姿 态实际数据

在所述预设拍摄姿 态参考值 范围内的情况下，通过提醒模块显示所述可视

化提醒信 息，提醒用户所述 当前的拍摄姿 态实际数据在所述预设拍摄姿 态

参考值 范围内，并进行拍摄 。

8、根据权利要 求 7 所述的装置 ，其 中，所述装置还 包括 ：

设 置模块 ，配置为根据所在拍摄设备 支持 的不 同的拍摄模 式，设置所

述预设拍摄姿 态参考值 范围。

9、根据权利要 求 7 所述的装置，其 中，所述装置还 包括：

获取模块 ，配置为获取所在拍摄设备 当前的水平方向的状态信 息；



转化模块 ，配置为将获取模块获取 的当前的水平方向的状 态信 息，转

化为所述 当前的拍摄姿 态实际数据 。

10、一种拍摄终端 ，所述终端 包括 ：权利要 求 7 至 9 中任一项所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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