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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图书馆古籍保护实验室的建设与思考

□吕淑贤∗　张艳霞

　　摘要　建设古籍保护实验室对提高图书馆古籍保护业务的科学技术水平、培养古籍保护人

才具有重要意义.北京大学图书馆古籍保护实验室于２０１９年初正式运行,下设物理性能实验

室、模拟老化实验室、精密仪器实验室、化学实验室和预防性保护实验室共五个实验室,配备了一

流的硬件设施.文章调研了国内外古籍保护实验室现状,阐述了北京大学图书馆古籍保护实验

室建设的目的、意义、定位以及设计思路,并通过回顾实验室的建设历程,总结实验室建设中的六

点经验,在此基础上探讨实验室的建设特色与优势,展望未来发展前景.
关键词　图书馆　古籍保护　实验室建设

分类号　G２５３．６
DOI　１０．１６６０３/j．issn１００２－１０２７．２０２１．０４．０１４

１　引言

自２００７年“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实施以来,我国

的古籍保护事业进入了全面发展的新阶段,全国各

类型图书馆都加大了古籍保护各项工作的开展.国

家图书馆率先建立了国内首家国家级古籍保护实验

室,专门从事文献保护领域的相关研究工作;部分公

共图书馆及高校图书馆也纷纷着手推进古籍保护实

验室的建设,如天津图书馆、复旦大学图书馆等.
自２０１３年起,北京大学图书馆开始规划建设古

籍保护实验室,于２０１９年初正式建成并投入运行.
笔者作为实验室工作人员,全程参与了实验室从规

划到建成的整个过程.文章调研了国内外古籍保护

实验室现状,并通过对北京大学图书馆古籍保护实

验室的建设背景、设计思路及建设历程进行详细介

绍,总结建设过程中的经验,并对实验室的未来发展

前景进行探讨与展望.

２　国内外古籍保护实验室概况

早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苏联、美国等国家就相继

建立了文献保护机构以推进文献保护工作;８０年代

以后各国文献保护机构日渐增多[1],相应的文献保

护实验室建设也开始起步,数十年来不断发展,并随

着科技进步不断升级.例如,美国国会图书馆在２０

世纪８０年代初就建立了文献保护实验室,２００８年

又进行了大规模改造和升级.目前两个实验室总面

积达８００多平方米,分别命名为光学性质和成像实

验室(theOpticalPropertiesandImagingLab)与物

理和 化 学 实 验 室 (the Mechanicaland Chemical
Lab),其中物理和化学实验室内还包含了一个专门

的脱酸实验室[２].实验室内配备了众多高精尖无损

分析设备和纸张性能检测设备[３],并有一支由４０余

名文献保护科学家组成的队伍,为馆藏保护工作提

供技术支持[４].哈佛大学图书馆于１９９２年建立专

门的特藏保护实验室,１９９８年扩建,２０００年成立威

斯 曼 保 护 中 心 (Weissman Preservation Center,

WPC),２００６年迁入新址后配备了更完善的设施,为
哈佛大学的特藏文献资源提供更加科学的保护[５].
大英图书馆在２００７年开放了新的大英图书馆文献

保护中心(BritishLibraryCentreforConservation,

BLCC),总面积超过２６００平方米[６],设有专门的保

护科学实验室,通过材料测试、显微成像及光谱学分

析解读等手段为馆藏保护提供技术支持[７].
国内古籍保护科学研究与实验室的建设起步相

对较晚.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国内部分图书馆、文博和

档案系统的相关单位开始进行纸质文献脱酸技术的

科学研究.南京博物院即为其中之一,多年来一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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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力于纸质文献保护研究,２０１３年建立近现代文献

脱酸保护研究中心,总面积达６００平方米,具备近现

代文献脱酸、修复、研究、培训等功能;２０１４年成为

“近现代纸质文献脱酸保护技术文化部重点实验

室”[８].首都博物馆文物保护修复中心自２００８年实

验室建成以来一直重点对古书画揭裱过程中的关键

问题开展研究,２０１４年成功研制出古书画生物揭展

剂[９].故宫博物院的有机质文物保护实验室也拥有

较强的纸质文物保护科研力量.档案系统的多家单

位如国家档案局及各省档案局的技术部门亦较早开

始了档案保护实验室的建设.
图书馆系统中上海图书馆是较早开展古籍保护

科学研究的单位,也是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率先进行文

献脱酸技术研究的单位之一,１９９６年专门成立了文

献保护修复部及文献保护技术研究实验室,２００２年

成立了文献保护修复研究所[1０].２００７年“中华古籍

保护计划”实施以后,国内图书馆的古籍保护实验室

建设纷纷起步.国家图书馆古籍保护科技文化部重

点实验室是目前国内规模最大的图书馆古籍保护实

验室,于２００９年底建成,总面积约８００余平方米,拥
有化学实验室、生物实验室、纸张耐久性实验室、纸
张物理性能实验室和精密仪器实验室共五个现代化

实验室[1１],从事基础理论、保护技术和标准规范三

个方向的研究[1２],经过十余年的发展已取得不少研

究成果.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于２０１４年

成立,２０１５年开始建设中华古籍保护技术基础科学

实验室,包括古籍保护基础实验室、化学实验室、材
料老化模拟实验室和造纸印刷传统工艺实验室四个

专门实验室,主要承担古籍保护科学与技术的研究

和教学任务[1３].２０１８年天津师范大学古籍保护研

究院成立,建有一个２００余平方米的古籍保护实验

室,初步配备了基础的保护处理和研究设备,主要为

古籍保护研究生教学实践提供技术支持[1４].天津

图书馆古籍修复中心也建有一间小型保护实验室,
有专门研究人员结合手工修复业务,针对古籍及修

复材料开展检测工作[1５].
除上述专门的研究型古籍保护实验室外,部分

省级公共图书馆及高校图书馆在古籍修复室设置了

实验区,配备了基础的科学分析检测设备,但受限于

人员配备及学科背景等因素,尚未开展专门的古籍

保护科学研究工作.南京图书馆于２００９年入选首

批国家级古籍修复中心,２０１５年获国家可移动文物

修复资质,２０１６年在原文献修复室提升改造基础上

建成古籍修复馆,总建筑面积达１０００平方米,设有

纸库、修复工作区、设备区、实验区和培训室,是目前

国内面积最大的古籍专业修复室之一[1６].四川省

图书馆于２０１０年成立四川省古籍修复中心,２０１９
年获得国家可移动文物修复资质[1７].高校图书馆

中,中山大学图书馆的古籍修复业务起步较早,２００９
年被评为首批国家级古籍修复中心.四川大学图书

馆也拥有具备现代化设备的修复室,于２０１４年被评

为四川省古籍修复中心四川大学分中心.南京大学

图书馆于２０１６年成立了全新的文献修复中心,具有

２００平方米的修复面积并划分了专门的实验检测

区,但是由于未配备专门的研究人员,保护科学研究

工作尚未开展.
从以上可看出,无论是国内外,建立古籍保护实

验室对古籍保护工作的开展将有极大的推动.北京

大学图书馆的古籍收藏总量达１５０余万册,位居全

国第三、全国高校之首,于２００８年被列为第一批全

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因此,加强北京大学古籍保

护实验室的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３　建设目的和意义

我国的古籍修复是一门历史悠久且独具特色的

传统技术.上千年来,历代修复工作者凭借高超的

修复技艺,医治了古籍的病害,延长了古籍的寿命,
也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与古籍修复相较而言,
古籍保护是根据古籍的损坏原因研究保护技术方法

的一门科学,涉及化学、生物、造纸和历史等多个学

科.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新

技术被应用于古籍保护实践中.立足于古籍保护事

业及学科发展的需要,一方面,我们有责任从现代科

学的视角挖掘传统修复技艺的科学原理并将之传承

和发扬光大;另一方面,古籍保护科学的发展也需要

引入现代分析检测设备和技术,借鉴其完善的理论

架构来建立起自身的科学体系.古籍保护实验室的

建设是古籍保护学科发展的重要硬件支撑和基础工

作,对提高文献保护水平和传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

文化具有重要作用[1２].
北京大学图书馆的古籍保护工作一直致力于探

索传统技艺与现代科技相融合的科学化发展道路.

２０１２年,保护修复馆员对馆藏善本家谱进行了一次

系统的病害调查,利用多种现代仪器分析手段对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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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家谱纸张进行了材质检测、病害分析及劣变程度

评估[1８],并参照相关标准[１９],为待修家谱做了破损

定级并绘制了病害图,进而按照行业规范[２０]编制了

科学的修复方案.然而限于当时的场地和硬件设施

等因素,该方案未能立即实施,这一缺憾强烈凸显了

北京大学图书馆建设古籍保护实验室的必要性和迫

切性.

４　实验室设计思路

按所侧重方向的不同,目前国内图书馆系统的

古籍保护实验室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类是着

眼于整个行业发展的综合性研究型实验室;第二类

是兼有支撑学科发展及古籍保护人才培养支撑功能

的研究型实验室;第三类是与馆藏古文献保护业务

紧密结合,重点为馆藏文献保护及修复业务提供科

学支撑的研究型实验室.自２０１２年以来,北京大学

图书馆古籍修复业务一直在探索科学化的发展道

路,古籍保护实验室的建设与修复业务密不可分.
因而,北京大学图书馆的古籍保护实验室建设旨在

立足本馆古籍保护修复业务实际需要,以高水平的

硬件设施为保障,开展古籍科学保护业务实践与古

籍保护科学研究,为本馆修复业务提供科学技术支

撑,进而带动全国高校古籍保护事业的发展,最终目

标是建成国际一流水平的专业研究型古籍保护实验

室.在分类上可划归第三类,在国内高校图书馆中

尚属首例,因而也承担着开拓性的挑战.
北京大学图书馆古籍保护实验室隶属于北京大

学图书馆,由古籍资源服务中心古籍保护组负责实

验室的日常运行及研究工作.实验室总面积约１５０
平方米,下设五个实验室,分别是物理性能实验室、
模拟老化实验室、精密仪器实验室、化学实验室和预

防性保护实验室.现分别介绍如下:

４．１　物理性能实验室

物理性能实验室专门开展纸张基础物理性质及

力学强度的检测和研究.实验室具备自动调温调湿

系统,能够使室内保持恒温恒湿的环境.主要仪器

设备包括白度仪、全自动色度仪、纸张厚度计、抗张

强度仪、零距抗张强度仪、撕裂度仪、耐折度仪、柔软

度仪等.检测项目包括纸张的定量、厚度、紧度、白
度、色度、抗张强度、零距抗张强度、撕裂度、耐折度、
柔软度等各项指标,能够对纸张基础物理性质及力

学性能进行比较全面的测定和评价.

４．２　模拟老化实验室

模拟老化实验室专门开展古籍相关材料的人工

加速老化实验.实验设备有氙灯试验箱、紫外老化

试验箱、湿热老化试验箱,可对材料进行模拟日光老

化实验、紫外老化实验、干热老化实验和湿热老化实

验以及各种复合条件的实验,进而可对材料的耐老

化性能进行评估,为古籍寿命的科学预测提供依据.

４．３　精密仪器实验室

精密仪器实验室主要用于进行精密仪器分析与

实验.实验室配备体视显微镜、偏光显微镜、智能纤

维测量仪、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仪、显微镜红外光谱

仪、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等精密仪器.研究级的体

视显微镜配备了可伸缩长臂支架底座,可对舆图、拓
片、书画等大尺寸样品直接进行透射、反射微观结构

观测.研究级偏光显微镜配备了透射、反射光源及

荧光模块,具有偏光及圆微分干涉观察功能,可对纸

张纤维、颜料等进行高清晰度偏光分析.智能纤维

测量仪具备功能齐全的纤维分析软件,可以对纸张

纤维进行统计与质量评估.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仪

具有中、远、近全波段光谱的高分辨率红外光谱分析

功能,配有 ATR附件,可直接对整册古籍样品进行

无损分析.显微镜红外光谱仪具有高质量的红外光

谱化学成像功能,可对极其微量的样品进行红外光

谱分析.精密仪器实验室的硬件配备条件可达国内

同行业中顶尖水平.

４．４　化学实验室

化学实验室主要用于开展基础的化学实验,支
撑古籍相关材料的化学成分、化学性质和化学变化

过程等研究.仪器和设备包括超纯水机、分析天平、

pH 计、粘度计等小型设备仪器,可开展纸张含水

量、pH 值、高锰酸钾值、碱保留量、铜价、纤维聚合

度、金属离子含量等多项指标的检测与研究.

４．５　预防性保护实验室

该实验室主要为馆藏古籍的预防性保护提供技

术支持,仪器设备主要为空气质量检测相关设备.
空气质量检测系统可进行二氧化硫、二氧化氮、一氧

化氮、总挥发性有机化合物、甲醛和颗粒物等有害气

体的含量检测;臭氧分析仪可用于古籍书库等低浓

度臭氧环境下的检测;氡气检测仪可对地下书库的

低浓度氡气进行检测.
在管理上,古籍保护实验室与古籍修复室同属

于古籍保护组,二者业务相对独立又密切相关.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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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实验室共配备２名专职工作人员,除了开展与古

籍修复业务紧密结合的科学分析检测工作外,还同

时开展保护科学基础研究和保护技术研究,包括修

复用纸科学档案的建立、古籍科学脱酸方法选择、贯
穿整个古籍修复流程的科学检测与量化评估等,以
此推进馆藏古籍保护工作的科学化进程.

５　实验室建设历程

２０１３年底,北京大学图书馆的保护馆员借助校

内可共享的仪器设备对刚入藏的日本“大仓文库”典
籍进行了抽样科学检测分析,制定出科学保护方案

后严格按照规范化程序开展了保护修复工作.此次

尝试是北京大学图书馆第一次真正将科技手段和手

工修复紧密结合的业务实践[２１],也成为古籍保护实

验室建设的重要基础.恰逢２０１３年北京大学图书

馆古籍图书馆的新馆舍建设项目有了突破性进展,
为古籍保护实验室的建设提供了可能.２０１３年１２
月,古籍保护实验室开始着手规划,终于在２０１９年

１月正式投入使用.北京大学图书馆古籍保护实验

室的建设历程可分为四个阶段.

５．１　规划设计与建筑施工阶段(２０１３．１２—２０１７．３)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古籍图书馆新馆设计图纸确定,
在新馆三层西侧共规划了总面积１５０平方米的空间

作为古籍保护实验室,初步按不同的建筑要求和不

同的温湿度控制标准分为物理性能实验区、精密仪

器区与化学实验区三个区域,并对各区域提出了明

确的建筑要求及水电设计方案.

２０１５年４月,北京大学古籍图书馆建设项目正

式动工,历经近两年于２０１７年３月１７日落成.位

于三层西侧的古籍保护实验室从也蓝图变为现实,
调控物理性能实验室环境的恒温恒湿系统、化学实

验室的通风系统等配套设施也随着建筑的落成一并

落实.

５．２　设备购置阶段(２０１７．３—２０１８．１２)

２０１７－２０１８年,经过多次方案的调整,实验室

设备分两批陆续采购完成.其中傅里叶变换红外光

谱成像系统、氙灯试验箱、零距抗张强度仪等大型仪

器为重点建设的设备,均严格按照北京大学有关规

定经过专家论证后方实施采购.

５．３　改造完善阶段(２０１８．１２—２０１９．１)
在新馆舍试运行阶段,为解决现实运行中的一

系列问题,又将实验空间进行了重新调整,原规划的

三个实验区域变为四个,增加了模拟老化实验区,各
区仪器设备的存放及运行环境均得到了满足.

随着硬件设施的逐步落实,实验室管理架构也

初步建立;随后实验室内又配备了一系列的安全防

护设施.２０１９年初,北京大学图书馆古籍保护实验

室正式运行,各种实验设备陆续投入使用.

６　建设经验

从宏观建筑图纸设计和设备总体规划,到具体

装修细节和设备选型采购,再到实际空间改造与布

局调整,直至最后各种细节的完善,古籍保护实验室

建设的每一步都投入了大量心血,在建设过程中也

积累了一定的经验.

６．１　明确需求,准确定位

实验室定位是所有实验室建设之前必须明确的

首要问题.北京大学图书馆的古籍保护实验室以科

学地保护本馆馆藏古籍为主要任务,旨在与馆藏古

籍保护修复业务紧密结合,通过科学研究为日常古

籍保护与修复业务提供技术支撑.所有的规划与设

计都基于这一定位开展,脱离这一定位需求的元素

均不在考虑之列.

６．２　有的放矢,理性取舍

仪器设备的配置水平对实验室的研究具有重要

影响,仪器种类和型号参数的选择是实验室建设中

的核心问题之一.受各种现实因素的限制,采购计

划不可能全部实现,需要从实验室定位出发,有的放

矢,理性取舍.首先要坚持使用频率优先性原则,使
用频率高的基础检测仪器必须首批配置完善,例如

光学显微镜、白度仪、厚度仪及各种力学性能测试仪

等;其次要充分利用可共享的设备资源,例如扫描电

子显微镜等大型贵重仪器,尽可能节约经费,避免重

复建设;第三要特别考虑古籍无损分析的特殊需求,
可以在无需取样的条件下直接对馆内古籍样品进行

无损分析的设备有必要重点建设,例如在无损分析

领域具有非常广阔的应用前景的红外光谱仪.

６．３　把握前沿,打造特色

在实验室硬件设施建设过程中,时刻把握研究

前沿,站在整个行业的高度进行特色化建设是实验

室建设者必须具备的能力.例如,在纸张力学强度

测试领域,鹿洪亮等研究者通过对比传统的抗张强

度仪和零距离抗张强度仪测试结果的差异,得出零

距抗张强度仪能更全面评价纸张物理性能和纤维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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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性能的结论[２２],在古籍保护领域具有良好的应用

前景.因而实验室将零距抗张强度仪作为重点建设

的特色仪器,填补了图书馆系统古籍保护实验室在

该领域设备的空白.再如显微镜的选择问题,行业

内一般使用普通光学显微镜进行纤维分析,通常不

会配备偏光显微镜.但通过前期研究发现,偏光显

微镜可以有效区分出纸张纤维样品中的各种晶体,
并且在矿物颜料分析领域具有很好的应用前景[２３],
对古籍书衣、“万年红”护叶等涂覆材料的分析大有

裨益.因而实验室选择配置了高水平的偏光显微

镜,为实验室未来的特色化研究奠定了初步基础,同
时也为行业内的资源共享提供了可能.

６．４　深度研究,谨慎选择

实验室设备采购不能仅局限于泛泛的市场调

研,还要深入研究前人成果,结合中国古籍材料的特

性挑选出最适合中国古籍保护研究的仪器设备.以

抗张强度测试仪和耐折度仪两种力学性能检测设备

为例,通用型的纸张抗张强度测试仪是为现代纸张

设计的,量程较大,而中国传统手工纸有不少轻薄的

种类,老化后强度非常低,无法使用通用型的设备进

行测试,因而实验室选用了在工业上用于卫生纸抗

张强度检测的拉力仪,其量程范围与精度正好适用

于老化后脆弱的手工纸样品.再如耐折度仪的定

制,由于市面上没有符合所需量程范围要求的耐折

度仪,经与厂家工程师沟通定制特殊的小量程产品

(量程０．３—５N),与常规型号搭配使用即可满足中

国手工纸样品检测的需要.

６．５　多手准备,有备无患

在实验室设计阶段,还要充分考虑到多种可能

性,尽可能把水和电的接口设计充裕,多手准备,有
备无患.在实验室的实际施工过程中会有许多与规

划不符合的意外情况发生,后期有可能需要进行实

验空间的重新调整,因此水源和电源的充分配备可

免去空间调整的情况下水路和电路改造的许多

工程.

６．６　多方考察,虚心求教

整个实验室的建设过程也是一个对古籍保护研

究及实验室建设深入学习的过程,除了文献学习外,
实地深度考察学习也必不可少.在实验室的规划和

建设过程中,笔者曾在国家图书馆古籍保护实验室

和哈佛大学的威斯曼保护中心进行了深度的考察学

习,针对许多细节技术问题的学习和交流对于之后

的建设工作十分有益,增加了新思路并少走了许多

弯路.

７　前景展望

综合来看,北京大学图书馆的古籍保护实验室

具备了四个方面的优势,可为今后的发展奠定良好

的基础.

７．１　硬件设施业内领先

北京大学图书馆古籍保护实验室目前的硬件设

施已初具规模,重要设备均为行业领先水平,为无

损、微损及非侵入性分析提供了可能;暂时尚未建设

的设备如扫描电子显微镜、X射线荧光光谱仪、气相

色谱仪等可方便地使用北京大学校内的共享资源.
良好的硬件设施优势为科学研究的开展奠定了坚实

的基础.

７．２　研究样本丰富多样

北京大学图书馆浩瀚的古籍收藏在图书馆领域

占有重要地位,其中包括数量可观的宋元刻本以及

敦煌写经等早期文献,是极其珍贵的研究资源;近代

明清刻本中不乏稀世珍本乃至举世孤本,亦是独一

无二的研究样本;此外还有从日本购置整体入藏的

“大仓文库”等多个专藏,可作为保藏环境及预防性

保护领域研究的典型案例.这些珍贵的样品为实验

室的日后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７．３　修复保护互为促进

北京大学图书馆的古籍修复业务具有数十年的

历史,修复规模逐年扩大,目前已具有２００余平方米

的修复面积和每年数万叶的修复量.大规模的修复

业务实践就是古籍保护研究的一个大型问题库,保
护领域的各类问题都有可能遇到,为实验室开展与

实际保护业务密切结合的科学研究提供了可能.

７．４　学科交叉优势明显

北京大学化学、物理、生物、古典文献、文物保护

等学科的师资力量和科研资源为图书馆古籍保护实

验室开展跨学科合作研究提供了有利条件,有利于

协同推进图书馆古籍保护科学研究的发展.
古籍保护实验室的建设是一项长期而复杂的工

程.着眼未来,北京大学图书馆古籍保护实验室具

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和较大的潜力.当下,实验室的

首要任务就是扎扎实实开展与馆藏保护业务密切结

合的科学研究工作,把研究基础打好.同时加强科

研队伍的建设与人才培养,丰富研究人员的专业背

９０１

北京大学图书馆古籍保护实验室的建设与思考/吕淑贤,张艳霞

StudyontheConstructionoftheAncientBooksPreservationLaboratoryinPekingUniversityLibrary/LvShuxian,ZhangYanxia　　　　



2021

年
第4

期

景,不断提高研究团队的科研水平.此外还要积极

加强国内外交流与合作,在更广阔的平台上推动古

籍保护科学研究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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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ncientbookspreservationlaboratoryplaysanimportantroleinpromotingpreser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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