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物保護和保存中
應遵循的原則

趙桂芳

　　文物是具有極高的歷史、藝術、科學價值的不能再生的文化遺産，出土文物經過

千百年歲月的洗禮，受本身的材料組成、結構、性能及自身的變化及所處的各種外

界環境因素的影響，産生和加速了文物材質自身的一系列物理、化學、生物等變化，

從而改變了文物材料的結構和性能，使文物遭受不同程度的損壞，甚至於徹底

崩潰。

發掘出土的文物，已經相當脆弱，如何用科學的方法進行保護和保管，是文物保

護工作者面臨的任務，要想保護好這些文物，我們必須嚴格遵守文物保護原則，這是

做好文物保護工作的保證。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文物保護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文物保護法實施準則》

進行研究、保護和操作，在保護過程中實施最小干預原則，經保護的文物要保持

原貌。

一、發掘現場的保護預案

我們在對墓葬前期調查的基礎上，分析制定現場搶救性保護預案。

１．參與現場的文物保護的專業人員

參加現場搶救的文物保護人員，要有參加發掘現場的保護經驗，經過歷練，分工

明確，在文物出土時能够獨立及時地進行文物的保護處理，有時又要互相配合。

２．備足相關的材料和小型測試儀器

準備拍照設備、檢測環境温濕度變化的儀器、測試泥土的酸碱度和墓室内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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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的儀器、需要的化學試劑、水、黏合劑、起取文物的小工具和包裝用品、取樣用

品等。

３．現場記録、采樣、繪圖、起取

現場記録包括文字記録、繪圖和拍照、録影等。 文字記録很重要，要記録現場的

每一個環節重要的原始信息，做到詳細並且貫穿現場保護的始終，因爲這是第一手資

料，爲今後進一步保護、保存和研究提供最有價值的參考。

采樣是爲了進行科學鑒定，爲制定保護方案提供理論支持，因此樣品要具有代表

性，並科學地進行提取。

起取文物是現場保護工作的重點。 墓内往往同時存有多種質地的文物，它們的

質地不同，因而力學强度也不同，在地下保存的情况也存在差異。 墓内有時有少量水

或古井存有雜物淤泥等，在這種複雜情况下，要分步進行，先易後難，分别起取。

４．檢測

現在有的考古發掘現場備有流動實驗室，設有必要的檢測儀器，所以有些檢測可

以在短時間内拿出結果，這爲發掘工作提供了科學支持和有利的保證。

５．臨時工作室

發掘現場一般要搭建臨時的工作棚，目的是防雨、防紫外綫、防風，方便考古工作

人員的操作和保護文物。 起取文物首先要防光，用合適的無酸的包裝材料將文物包

裹好，放置到木箱等容器内，木箱内填充緩衝材料，防止移動或碰撞。

６．運輸

發掘現場往往遠離博物館，而且路途崎嶇不平，因此，運輸文物對司機要求很高，

基本是博物館、考古所的司機，有經驗並熟悉地形。 開車要緩慢，文物從裝箱到卸箱

都要小心謹慎，防止因操作不當造成文物的損壞。

二、實驗室内文物的前期保護

在發掘現場因爲操作環境、天氣、設備和儀器等原因，操作並不能得心應手，因

此，實驗室内的保護工作非常重要，出土文物往往攜帶很多歷史信息，有些在現場能

够發現，有些在實驗室的“第二次發掘”中才能查知，所以清污過程中要小心、謹慎，不

要急於求成。

１．有機質地文物的去污、去黴所遵循的原則

棺槨内有時會同時存放很多遺物，如漆木器、簡牘、青銅器、絲織品、甲骨、屍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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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由於在地下千百年來水的作用，有機質的腐敗及微生物的滋生和侵染，各種質地

文物的互相影響，加速文物的腐蝕和腐朽，也使其表面累積了很多有機或無機物質。

有些污垢現場可以去除，但有些污垢隨着歲月的流逝已牢牢地在文物外形成硬殻，難

於清除，必須在運回實驗室後通過各種技術手段和方法才能清除。

文物去污的方法很多，要根據具體對象選擇合適的方法。 去污有物理方法和化

學方法，一般首先采用物理方法去污（非破壞性），在此法不能奏效的情况下，再試着

使用化學方法。 在去污過程中要實施最小干預和保持文物原貌的原則。

（１） 首先使用對器物無影響的純浄水去除器物表面的泥土污物或可溶於水的無

機鹽類物質，對於有些污物也可以采用手持小工具慢慢清除。

（２） 對於用水溶液難於去除的污垢，應采用表面活性劑。 在使用化學試劑之前，

需要對污垢成分進行鑒定，根據鑒定的結果選擇合適的去污劑。 操作時首先在器物

的隱蔽、含有污垢的部位進行試驗，實驗成功，方可用此法實施去污保護。

（３） 選擇表面活性劑或其他化學試劑，原則是按溶解性由小到大的順序選擇，使

用的濃度也是由低開始，儘量低，避免由於濃度過大、溶解性强直接造成文物本體的

損害。

（４） 當器物上有粉彩或其他彩繪及文字時，清洗去污須慎之又慎，首先將粉彩部

分進行表面封護。

（５） 用化學方法去除污垢後，防止化學試劑的殘留對器物材質的損害，應將化學

試劑清除乾浄。

（６） 所用去污劑不能在器物上産生副産物殘留。

２．簡牘拍照前的脱色

竹木簡牘爲有機質地文物，剛一出土時簡牘的顔色爲竹子的本色即米黄色，一旦

接觸空氣，很快就變成暗褐色，原因是簡牘接觸空氣後發生了氧化反應，而生成深色

醌式結構的物質，而且簡牘成分中的木素降解後的産物生成的無色發色基團等會影

響簡牘的色澤，鐵元素的存在會對簡牘的表面色澤造成很大影響。 由於簡牘是文字

的載體，具有重要的歷史價值，但出土後由於氧化作用，文字和材質反差較小，因此，

爲了便於文字釋讀、留取理想的彩色照片的電子文檔，需要對那些底色較暗的簡牘進

行化學脱色，如何脱色應遵循如下原則：

（１） 脱色劑的篩選

部分文物的材質對酸、碱都很敏感，使用脱色劑不當會造成對文物本體的傷害，

但是有些酸性物質脱色效果又很好，因此在選擇時要慎重考慮。

在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對於出土簡牘所采用的脱色劑是草酸，而且脱色效果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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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好，由於没有更好的脱色劑取代它，因此，也使用了很長時間。 由於草酸是酸性物

質，在脱色時需要嚴格掌握使用的濃度（篩選最低濃度）、脱色時間（最短時間），脱色

後用蒸餾水浸漂簡牘多次，直至檢測水溶液爲中性爲止。 但草酸畢竟是酸，而且每個

人的操作和掌握的程度都有區别，後來隨着保護技術的發展，文物工作者開始使用連

二亞硫酸鈉（水溶液爲中性）對出土的簡牘進行脱色，脱色效果也很好，只是揮發出來

的氣味很大，需要特别的防護。

（２） 加入螯合劑

我們對簡牘脱色的目的是爲了拍照時字迹清晰，底色和字迹反差大，但有時進行

簡牘脱色需要時間，而且脱色和拍照也有時間差，這樣時間稍長，簡牘在空氣環境條

件下很快就會返色，影響拍照效果。 爲了達到完美的效果，我們在脱色劑中加入一定

比例的螯合劑，使拍照工作能够順利地進行。

（３） 脱色

對簡牘脱色須首先選取有一個字或只有筆畫的殘片進行多種參數的試驗，對使

用脱色劑的配方、濃度和時間進行篩選，找出最佳濃度、配方和視覺效果方可實施簡

牘的脱色。

３．拍照

文物拍照工作是文物保護過程中不可缺少的一個重要環節，由博物館的專業攝

影師完成。 文物的拍照和常規拍照藝術品不同，常規拍照中的光輻射對現代藝術品

影響不是很大，而對出土文物則不然。 文物在出土後已是傷痕累累，尤其是本體内部

的成分和結構都發生了變化，原有的力學强度大大降低，對環境的光輻射極其敏感。

爲了减少光輻射對文物的損害，在拍照時儘量减少拍照時間和光照强度，争取既達到

拍照的效果又减少光輻射對文物的影響。

（１） 爲了調節拍照參數，首先用殘片對光，因爲拍攝文物，調節參數需要時間。

（２） 參數調節到最佳拍照效果，開始拍攝文物，拍照只能一次，不能反覆。

（３） 過去拍照飽水竹簡，難度較大，因爲在正式拍照時，爲了消除飽水簡牘上水的

反光現象，竹簡表面的水在拍照那一時刻需要進行處理，而且使用的光源發熱量較

大，這種熱效應會對竹簡造成極大的安全威脅。

（４） 清華簡是用由清華大學美院攝影專家和清華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共同

研究出的“水膜法”進行拍照的，避免了光輻射對器物本體的損害，經反復試驗調試，

拍攝的飽水竹簡照片達到了出版的要求，同時避免了竹簡在拍照過程中光輻射的影

響，這一研究成果，爲今後的飽水竹簡拍摄走出了一條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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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飽水竹簡的脱水保護

飽水竹簡由於腐朽因而在地下吸收了大量的水分充填了細胞，竹簡重量在出土

後是下葬時的幾十倍甚至更高，這大量水分的存在，支撑着飽經風霜的竹簡保持着一

定的形狀，但如果長期保存下去，一是不便於保存，二是竹簡不穩定，更主要的是有水

存在，一旦温濕度大幅度變化，會造成竹簡滋生黴菌，菌類會加劇竹簡的進一步腐朽。

竹簡長期浸泡在水中也會發生水解，造成竹簡强度逐漸降低，甚至於徹底毁壞。 因

此，從文物藏品的安全角度來説，飽水竹簡一定要進行脱水保護，這是長久之計。 當

然，我們在選擇脱水方法時要考慮到隨着科學技術的發展和保護技術的水準的提高，

能有更好的材料和方法取代現有的保護材料，爲後人再次保護文物留有發展的餘地。

１．脱水類型有三種

（１） 選擇表面張力小於水的物質置换出簡牘内的水分後進行乾燥。

（２） 選用化學性質穩定的高分子材料取代簡牘内的水分，以穩定器形。

（３） 在保證器物形狀的基礎上，選擇真空冷凍升華除水。

２．飽水竹簡脱水方法

竹簡脱水方法有多種，如乙醇—乙醚連浸法、乙醇—十六醇（或十八醇）加固法、自

然乾燥法、聚乙二醇（ＰＥＧ）加固法、真空冷凍乾燥法、乙二醛法，還有一些方法不常用或

有的證明不適用的脱水方法。 由於文物保護涉及多學科多領域和文物本體材料的複雜

性，因而上述脱水方法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和使用的條件，采用某種脱水方法要慎重。

（１） 對保護對象的材質、絶對含水率、腐朽程度、材質化學成分含量、顯微結構變

化、重金屬離子含量、碳 １４等做鑒定檢測分析。

① 文物是唯一、不可再生的，因此，進行分析時儘量采用無損或微量取樣的方法。

② 竹簡取樣儘量使用竹簡的無字小殘片，用加速器質譜做碳 １４年代測定需要

樣品量較少。

（２） 相關鑒定結果出來後制定飽水竹簡保護實施方案。

（３） 對簡牘脱水加固的實驗要求。

① 不管采用何種保護方法，保護簡牘上的字迹要放在首位，同時竹、木簡牘上遺

留下來的歷史信息要保存。

② 采用化學藥劑不能損傷竹、木簡牘上的文字和文字載體。

③ 經脱水加固後的簡牘要保持原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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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處理後的簡牘不能存在隱患。

⑤ 用於加固的材料的性質及保護效果具有長時間的穩定性，同時這種材料還具

有可再處理性。

⑥ 降解後不對本體造成危害。

⑦ 處理竹、木簡牘要根據具體對象制定切實有效的實施方案。

⑧ 在采用某種方法時，先用殘片做試驗，確認材料可靠、方法可行後再行處理。

（４） 保護效果。

飽水簡牘脱水加固後達到字迹清晰、無眩光、收縮率３％以下或基本不收縮，色澤

正常、長期穩定、方法可逆或具有可再處理性。

四、修 復 的 要 求

根據文物本身的質地及保存狀况確定修復方法，所采取的技術措施不能對文物

造成二次傷害，而且不妨礙再次對文物進行保護修復處理，經過處理的文物要保持原

貌，但也要既協調又有區别。

１．修復本身是將缺失的部分修補完整，經修復過的文物既協調又起到保護作用。

２．修復要根據原始資料進行，如果器物本身具有對稱性，可根據對稱原則進行修

復，無據可依的不可以復原。

３．修復所使用的材料應和原材料質地一致或接近，且材料的力學强度和原器物

材料相當。

４．新材料（如竹、木質）需要進行殺菌後使用。

５．需修補的部分實行最小干預原則，不可隨意擴大修復面積。

五、黏 合 劑

對黏合劑的要求是表面張力要小，液體越容易潤濕固體，黏度越小，越易擴大黏

結面，固化後收縮越小越好，固化後具有較好的黏結力，其耐老化期長。

有些器物要求黏合劑無色透明，同時黏結不同質地文物選擇的黏合劑的强度是

有所不同的，竹木簡牘所選用的黏合劑用天然複合樹脂材料或聚醋酸乙烯乳液均可，

但有時需要立即固定，天然樹脂黏合劑就顯出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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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封　　護

文物藏品保護修復後根據需要在其表面塗飾一層高分子成膜材料，目的是阻止

外界大氣環境（温濕度、光輻射、污染氣體、塵埃等）對其材料的物理力學性能和顯微

結構的破壞，保護藏品的安全。

要求成膜材料無色、低毒低害，成膜效果好，耐候性、耐光、耐黴菌性能好，同時材

料要具有可逆性或可再處理性。

七、文物藏品入庫包裝材料要求

經過化學保護的文物藏品最終放入文物庫房長期保存，如簡牘或甲骨藏品需要

根據其尺寸訂制囊匣或有機玻璃匣封裝，如果是囊匣需要選擇不會生黴對温濕度不

敏感的材料做内襯，防止因囊匣材料的不當給藏品帶來的傷害。

庫房櫃、架材料直接和文物接觸，對藏品的長期保存影響較大，因此要求選用對

藏品無害、無污染的材料，同時設計上除要具備防盜功能外，還要結構穩定，取放

方便。

八、文物的預防性保護

文物保存環境的變化會給藏品帶來不可逆轉的損失，因此，監測和控制藏品的保

存環境是博物館科學管理的首位，根據不同質地文物藏品對保存環境要求的不同，進

行分類保管。 飽水竹簡和脱水竹簡分别保存。 庫房的温濕度、光輻射、空氣品質要嚴

格按照博物館藏品保存環境標準實施，同時要防蟲、防黴、防火、防盜、防震等措施到

位。 文物藏品的預防性保護要伴隨着文物的始終，保存環境的有效控制可以延緩文

物藏品材質劣化的進程，延長文物的壽命。

九、文物保護修復檔案

建立科技保護檔案是文物保護中一個重要的内容，包括保護文物的理念，保護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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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文物的時間、地點、保護方法，使用的材料，保護效果和方案設計人及參加人員等。

保護檔案將爲今後保護提供真實信息、制定保護方法提供參考。 科技檔案的内容要

真實、可信。 檔案内容（文本和電子版）包括保護方案、藏品照片、録影資料、鑒定報

告、結項報告，以便於長期保存、查閲，爲保護方法研究提供基礎資料。

十、緊急情况下的文物保護預案

博物館和相關收藏文物藏品的單位，是國家的重要部門，既有國家的珍貴文物，

同時又有進行保護修復藏品需要的化學藥品，要結合本單位存在的潛在風險制定緊

急情况下文物藏品的保護預案，以及實施預案的一整套管理機制，要求做到方案落

實，人員落實，責任到位，信息暢通，管理到位，防患於未然，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在任何

情况下立於不敗之地，使損失的風險降到最低。

十一、對參與保護人員的要求

１．參加制定方案的人員和參與者要充分瞭解保護方法中的化學材料的性能，熟

悉操作工藝。

２．文物保護在一般情况下都要使用化學材料，修復過程中也要用到化學試劑，尤

其是易揮發、易燃和易爆的化學溶劑等，因此，在操作過程中的文物安全、環境安全和

人員安全要全程關注，遇到緊急情况要能及時啓動緊急情况下文物保護預案，及時排

除隱患，减小損失。

３．文物保護過程中要嚴格按照操作程式進行，每一步都要小心、謹慎、專心，操作

過程中禁止做和保護工作無關的事情，有時思想稍一走神，可能危險就在眼前。

４．根據國家環境保護的要求，我們處理後的廢液由單位統一收集處置，實驗修復

室揮發的氣體、污染物經過空氣浄化後排入大氣中。

十二、博物館重建和改建所涉及的文物搬家

近些年來，由於經濟條件的改善，一些地方博物館爲了改善文物的保存環境，對

·０３３·

出土文獻（第七輯）



現有博物館進行了改建或擴建，有條件的博物館進行了重建，因此文物搬家時有發

生，爲了减少搬家給文物安全造成的風險，應該提前一年製作文物搬家預案。

搬家預案：

１．有組織、有領導，有專業人員、保衛人員，按部門分工明確。

２．準備合適的包裝材料（無毒、環保），包裝箱和運輸工具。

３．包裝文物要按照文物保護的要求操作。

４．在文物未到新庫房前，對新庫房合理佈局。

５．對新建庫房、展廳的温濕度、光輻射進行檢測和調試，對其空氣污染物進行連

續監測、浄化和控制，直至連續測試符合博物館藏品保存環境品質的一級標準，防火、

防盜、防震措施到位，方可將文物藏品入藏庫房。

６．購置的文物庫房的櫃、架要穩固、環保、安全、適用。

７．搬家過程中文物安全是重中之重，因此，無論從原庫房裝箱或到新庫房卸箱，

都要十分小心，嚴格操作程式，安保人員全程跟隨。

８．每天運送的文物，及時清點、登記在册，兩邊庫房都要及時鎖門。

９．文物全部入庫後再一次清點、檢查，進一步確認。

總之，保護歷史文物要嚴格遵循文物保護原則，只有這樣才能使每一件文物得到

良好的的保護，使歷史文物在當下發揮更大的作用。

（趙桂芳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出土

文獻與中國古代文明研究協同創新中心　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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