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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报记者 李霆钧

《深海》：

让世界看到全新中国风

中国动画人永远在创新

在接受采访时，影片导演田晓

鹏坦言“如果没有创新二字，我可

能不会做电影”，这种孤注一掷的

艺术追求也接连在其作品中得到

印证：2015 年，电影《西游记之大

圣归来》横空出世，以“成人向动

画”的题材创新，打破了国产动画

“低幼劣质”的刻板印象，拉开了

“国漫崛起”的序幕；而时隔 7年推

出的全新力作《深海》提出了更高

挑战——在美国、日本动画占据全

球主流的困境下，尝试探索独属于

中国的三维动画形式。

可以看出，《深海》是一部兼具

“东方大美”与“世界眼光”的创新

影片。其一，视效技术上的创新：

影片开创了“粒子水墨”这一独属

于中国的全新三维动画形式，赋予

了中国水墨画全新生命力。其二，

色彩美学的创新：影片一反大众对

深海的“幽暗”认知，而是以融合上

百种色彩的水墨国画作为美术概

念，前所未见的视觉奇观更令网友

直呼“惊艳”。

作为首部将“粒子水墨”技

术应用于全片的动画电影，团队

成员坚定创新使命，挑战着前所

未有的庞大制作体量。据悉，影

片“劈海”镜头，单镜头粒子特效

多达一百余层，粒子数量高达几

十亿，负责该镜头的特效师更是

将原计划“3天”完成的镜头硬生

熬到“15 个月”。正如电影《深

海》总制片人易巧所言，“这是一

场不自量力的冒险，但我们会永

远坚持做最前沿的作品”，期待

大银幕见证前所未见的“东方大

奇大美”。

剧情玄机“比海更深”

《深海》在奇幻冒险的外壳下，

承载的却是对于“生命”的探讨。女

主参宿是一个生活在每个人身边、

却又普通到容易被忽视的小女孩：

习惯性将自己“藏”在红帽衫中，来

躲避热闹的人群；习惯性责备自己，

觉得一切“都是我的错”……在人均

“情绪病”的当下，观众极易在《深

海》找到共鸣：希望每个人都能解开

“心结”，找到“生命的出口”，在新的

一年，获得真正的开心。定档海报

由著名设计师黄海设计，女主参宿

“以海为被”，展现出影片“宜春节观

看”的强治愈特质。

影片已公布的细节也耐人寻

味：来自“深海”的魔法船长南河到

底什么来头？参宿的“心结”究竟是

什么？沉入海底的红卫衣有何隐

喻？众人携手对抗的“红鬼”是否暗

示更大危机？不同于首款预告的

“美哭”、角色预告的“萌哭”，定档预

告的情绪张力，让观众相信《深海》

还会不断带来意想不到的内容。

《深海》角色亮相丰富且极具

想象力，令观众对奇幻世界产生期

待。一方面，“动物员工”的性格鲜

活有趣：舵手却不分左右，主厨临

阵学习做菜，处处偷懒的海獭服务

员……连一闪而过的配角都“浑身

是戏”，实力刷新观众对“背景板”

角色的认知。另一方面，《深海》角

色数量之丰富达国产动画巅峰，这

些“萌翻”互联网的新宠，也让网友

直呼观影理由“+1”。

“萌萌哒”海獭征服观众

影片公开的影片插曲《小白

船》MV中，深海船员集结登场，上

百只可爱的萌物嬉闹舞蹈，趣味十

足。据了解，影片中海獭的年龄设

定是学龄前，海獭表演也更贴近小

朋友的状态，萌态尽显。自角色预

告发布起，《深海》中的“萌萌哒”海

獭就征服了众多网友，连演员赵丽

颖也换上了海獭“糖豆儿”的头像，

网友纷纷表示“好想 rua”，“想偷一

只回家”。上百只可爱萌物，将为

观众带来大年初一满分的治愈。

据悉，海獭是全世界毛发最多

的动物，而《深海》里海獭有 80多

只，每一只都要单独做毛发的动态，

难度巨大。这些蓬松柔顺又根根分

明的毛发，是动画师耗费了大量的

心血和时间才呈现出完美效果：动

画师不仅为海獭设计了外层毛发、

下层绒毛、手臂长毛、参差不齐的胡

须等等；并且随着海獭的动作，每根

毛的方向都不尽相同、呈现出不同

的状态，甚至可以看到风中被吹落

的根根毛发。难怪被网友调侃说：

“每出现一只毛茸茸的海獭，就有

一个动画师失去他的秀发”。

◎幕后数据：

▶ 两年：

为模拟水墨的色彩流动，制作

人员前后尝试了一百余次的“洗洁

精、丙烯、食用色素、牛奶”混合实

验；为还原水墨画的飘逸与颗粒

感，制作人员尝试以无数粒子堆积

成水墨的形态，以此打破三维物体

的硬轮廓。据悉，从2016年第一张

概念图诞生到动起来耗时整整

两年。

▶ 8-30

《深海》为萌物设计了8岁到30

岁不等的年龄层：比如，偷懒的海

獭是学龄前的小朋友、看似成熟的

海豹设定是8岁儿童等。一切制作

上的极致表达，都是为了让观众更

加“沉浸式”相信深海的故事。

▶ 27个、500条

因为海精灵没有固定的模型，

需要用模型组合的方式才能达到

较好的表演、蠕动效果——仅角色

模型就多达27个（通常角色只有1

个），变形后整体触须条数更是多

达 500 多，动画表演甚至细致至单

根触须。

▶ 1亿-2亿

团队在前期投入了2年的视效

研发时间，最终摸索出“粒子水墨”

技术，才将三维与二维水墨融汇结

合。例如，《深海》首次亮相的一分

钟预告，背后是长达两年的反复试

验。据悉，预告中单帧画面粒子数

高达 1 亿-2 亿、仅单帧渲染就需 1

小时。

▶ 4000

“深海号”静若小岛，周身样式

各异的珊瑚多达4000多个，设计极

为精巧。

◎主创声音：

问：想通过《深海》向观众传

达什么？

答：一是，所有人都应该会去

思考的问题：生命的意义到底是

什么。生命中总有那么一些很闪

亮和温暖的瞬间，会给人们带来

生活下去的力量。我觉得这是动

画片的一个优势：我们可以把那

些存在于瞬间的美好变成一个世

界。

二是，这几年大家的生活发

生了一些变化：可能有时候会感

觉生活会黯淡，压力也随之变

大。 在这样的情绪里面，怎样去

找到那些美好的瞬间，怎么让自

己重新提起勇气，去面对这种状

态。经历过这段时间，大家对于

生活和生命的感受，会更加强烈。

问：《深海》在创新性与原创

性方面，有怎样的亮点？

答：美学创新上，一般动画电

影制作都是 3 年左右，《深海》做

了 7-8 年，因其投入大量研发的

时间。为打造“前所未见”的大银

幕奇观，主创耗时两年开创性研

发“粒子水墨”技术，第一次实现

中国传统水墨与主流三维技术的

绝佳结合。过程中，为让第一张

画稿动起来用了两年，每帧画面

粒子数量达数十亿，单帧渲染时

间需要1个小时。

题材的原创性上，《深海》放

弃“流量密码”神话故事，大胆聚

焦现代题材与原创“小人物”，将

100%全新的奇幻世界搬上银幕；

除原创现代女主（参宿）外，影片

还原创上百只奇幻萌物，仅“海

獭”一角就有 80 余只，角色数量

非常丰富。

问：这部影片在制作层面的

特点是什么？

答：《深海》更进一步地尝试

有“电影感”这件事，这在动画电

影中也是相对稀缺的。

叙事上，每个画面都要交代、

存在的意义，而不是一带而过。

摄影上，首次采用真人电影

中的摄影指导，运用运镜、镜头景

深、虚焦、变焦等方式呈现真实摄

影的画面。

色彩上，通过光影展现情绪

的交错和递进。影片大量使用了

光斑、光晕和不同光的色彩的光

影，呈现五彩梦幻的世界。这样

的制作用真人电影来对比说明的

话，等于是在动画环节的表演之

后，在灯光环节后期又加入了一

层表演，工作量和难度翻倍。

问：粒子水墨技术的创新点

有哪些？

答：《深海》打破大众对深海

“幽暗”的认知，融合上百种色彩

的水墨国画作为美术概念，把海

做成“打翻的颜料缸”，呈现“前所

未见”的有想象力的海。在美国、

日本均在“三维”、“二维”领域自

成风格的局面下，《深海》首次将

“水墨”（中国传统文化灵魂）和

“三维”（世界主流动画技术）创新

结合。 做粒子的很多，做水墨的

也很多，但把这个融合起来的很

少，把它做成 100 多分钟的长片，

是从来没有的。

问：这项技术的制作难点是

怎样的？

答：因为无从参考不断试错，

付出大量时间、资金沉没成本，视

效风格史无前例、无从参考，《深

海》第一张概念图“动起来”就用

了两年。

要克服技术上的天然矛盾

——水墨写意流动，三维具象固

定。国水墨留白、写意，三维具体

写实，两者天然矛盾。为模拟水

墨的色彩流动，团队尝试了一百

余次的“洗洁精、丙烯、食用色素、

牛奶”混合实验。为还原水墨画

的飘逸与颗粒感，团队用无数粒

子堆积成水墨形状，以此打破三

维物体的硬轮廓。

影片“劈海”镜头，单镜头粒

子特效达一百余层，粒子数量高

达几十亿，负责该镜头的特效师

更是将原计划“3 天”完成的镜头

硬生熬到“15 个月”。

◎观众短评：

▶ 田晓鹏导演的动画美学不

是简简单单的画面美而已。之前看

到释出片段的画面就觉得惊艳，但在

纯粹的技术美以外，《深海》还尝试着

更深刻的表达，去关注普通人的成长

历程，用炫彩的动效为每个像女主角

一样的普通人编织了一场梦境。

▶ 深海，好似代表的是黑暗，

也是长夜。在春节档一片红火的

热闹中，电影《深海》一抹治愈的亮

色蓝。正如片子关注被边缘化个

体，“献给走过长夜的你”。希望它

拥有更多的可能性，希望中国动画

还是有机会的。

▶ 看了《深海》动画电影的 7

年幕后制作过程，画面太细节了太

太太细节了！每一帧都是 4K 壁

纸，就凭他们制作过程中修改的每

一细节，真的感受到制作组的用心

良苦，也是我被感动到了。

关键词：视效奇迹、宏大命题、美学创新

定于大年初一上映的动画电影《深海》由《西游记之大圣归来》导演田

晓鹏耗时七年打造，近来因前所未见的视效奇观和美学风格“出圈”。

据悉，为打造“前所未见”的大银幕奇观，主创耗时两年开创性研发

“粒子水墨动画”，第一次实现中国水墨与主流三维技术的绝佳结合。在

故事性方面，影片聚焦生命议题，通过现代少女（参宿）误入深海的冒险之

旅，治愈当下每个“走过长夜的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