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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图书馆古籍保护实验室的现状与思考

□张艳霞∗　吕淑贤

　　摘要　建立古籍保护实验室,开展各种基础研究和保护技术研究可以促进我国古籍保护工

作科学化发展.自“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实施以来,国内各图书馆已普遍认识到古籍保护科学研

究的重要性,但目前仅有国家图书馆、天津图书馆、复旦大学图书馆、天津师范大学图书馆和北京

大学图书馆建立了专门的古籍保护实验室,并取得了初步的成果.我国古籍保护事业要实现科

学化发展,各实验室要发挥各自专长、深入开展研究,注重实际应用、促进成果转化,加强交流合

作、推动行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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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自２００７年“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实施以来,我国

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加强珍贵古籍的保护

工作.各图书馆纷纷大力发展古籍修复业务,大量破

损古籍得到修复,古籍寿命得以延长.但由于传统古

籍保护工作主要依托手工修复技术,具有一定局限

性,古籍的修复速度仍然远远落后于古籍的破损速

度,修复质量也无法得到保障.在这样的背景下,加
强古籍保护科学研究,利用现代科技手段进行古籍保

护和修复工作,成为古籍保护领域必然的发展趋势.
目前,国内各图书馆的古籍保护科学研究还处

于初级阶段,仅有少数图书馆设立了专门的古籍保

护实验室,主要原因是古籍保护科学研究涉及化学、
生物、物理、造纸等多个方面,是一门综合性的应用

学科[１].古籍保护实验室的建设需要大量资金购买

现代化仪器设备,也需要专业人才开展研究工作,准
入门槛较高.基于如此发展状况,本文对国内图书

馆古籍保护实验室的现状进行调研,由此思考我国

古籍保护事业科学化发展的方向.

２　国内图书馆古籍保护实验室的现状

目前,国内已建立古籍保护实验室并开展古籍

保护科学研究的图书馆主要有国家图书馆、天津图

书馆、复旦大学图书馆、天津师范大学图书馆和北京

大学图书馆等.他们依托丰富的古籍馆藏资源,开
展各项检测业务和科学研究工作,发挥各自专长,共
同推动我国古籍保护行业向科学化和规范化发展.

２．１　国家图书馆

国家图书馆古籍保护科技文化部重点实验室位

于国家图书馆北海分馆,依托“中华古籍保护计划”,
于２００７年开始筹建,是国内首个、同时也是国内最

大的图书馆属文献保护实验室.国家图书馆古籍保

护实验室拥有化学实验室、纸张物理性能实验室、纸
张耐久性实验室、生物实验室和精密仪器实验室共

５个现代化实验室,各种先进的科学仪器设备５０余

台[１].研究范围主要分为三个方向:基础理论研究、
保护技术研究及标准规范研究[２].经过十余年研究

工作的开展,目前已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
基础理论研究包括对纸张、装订材料等载体的

成分和结构的研究,老化、氧化、酸化等化学过程的

机理研究,以及温湿度、光线等外界条件对载体的影

响研究等.易晓辉等对５种清内府刻书所用开化纸

残片进行纤维显微分析,发现开化纸很可能是来自

安徽泾县的纯青檀皮纸[３].易晓辉还参与国家图书

馆三件早期雕版印刷佛经的修复和保护工作,对佛

经残片进行用纸特点分析,为制定科学有效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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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复方案提供依据[４].田周玲等对竹纸、宣纸、新闻

纸、字典纸和构皮纸共５种纸张进行模拟干热老化

实验,对老化过程中纸张的白度、机械强度、化学性

能进行检测,分析纸张老化的内在原因[５];对构皮

纸、宣纸、新闻纸、打字纸和竹纸共５种纸样进行不

同湿度条件下的加速老化试验,探究相对湿度对于

纸张耐久性和保存寿命的影响[６];通过皮尔逊等级

相关系数研究纸张加速老化前后主要理化指标与老

化时间的相关性,揭示纸张保存寿命预测的方法[７].
龙堃等研究了乙酸[８]、糠醛[９]及紫外光[１０]对竹纸、
宣纸、字典纸和新闻纸４种文献用纸理化性能的影

响,结果发现乙酸、糠醛和紫外光都会显著降低纸质

文献的耐久性和保存寿命.张铭的研究表明,不同

钢笔墨水字迹在不同的老化方式下耐久性存在明显

区别,其保存措施应具有针对性[１１].
保护技术研究包括对脱酸、除虫灭菌、加固等保

护技术的研究,复制、数字化等对古籍原件的影响,
以及修复设备、修复新方法等方面的研究.从２０１５
年起,该实验室开始文献脱酸研究工作,获得两项国

家发明专利[１２].自主研发的无水、液相脱酸液对酸

化纸张脱酸效果明显,可广泛应用于古籍善本纸张、
民国时期文献纸张以及现代文献纸张脱酸处理[１３];
研制的两套纸张脱酸设备,可实现整本书籍的批量

全自动脱酸处理,安全有效,脱酸剂易回收、效果好、
成本低[１４].闫智培等考察了低温冷冻杀虫技术和

低温冷冻干燥技术对纸张耐久性的影响,发现冷冻

对于干燥中碱性纸耐久性无影响,对不同含水量酸

性纸耐久性都存在劣化作用[１５].易晓辉等采用两

种不同的纳米纤维素及其复配物对三种模拟老化文

献纸张进行加固,通过比较加固前后的抗张强度、耐
折度和撕裂度判断加固效果[１６].闫智培使用名家

手稿常用的墨水和纸制成模拟手稿,在聚酯装具保

护下进行湿热加速老化,通过比较研究聚酯装具对

名家手稿耐久性的影响[１７].易晓辉等人和闫智培

分别研究了５种纸袋及４种塑料装具对纸质文献耐

久性的影响,为不同类型的纸质文献选择最优装具

提供参考[１８－１９].龙堃研究了木质装具的性质和特

点,提出使用木质装具保护古文献时应注意的各种

问题及解决办法[２０].易晓辉对桐木各方面的材料

性能进行剖析,分析其作为装具用材的可行性和利

用前景[２１].
标准及规范研究包括保存环境、有害气体和光照

强度等指标及检测标准,修复用材料的标准,以及修

复资质认证等.国家图书馆(国家古籍保护中心)起
草了国家标准«GB/T３０２２７－２０１３图书馆古籍书库

基本要求»,对古籍书库的温湿度要求、空气净化要

求、光照和防紫外线要求以及书库的建筑、消防、安防

等方面的基本条件都进行了规定[２２].龙堃等[２３－２４]基

于此标准建立了一种高效灵敏的热脱附－气质联用

技术,对不同类型库房中挥发性有机化合物进行测

定.国家图书馆、天津图书馆和中山大学共同起草了

国家 标 准 «GB/T３５６６２－２０１７ 古 籍 函 套 技 术 要

求»[２５],对函套制作所选用材料的参数和指标进行规

范,以期达到保护古籍、延长古籍保存寿命的目的[２６].
同时,国家图书馆古籍保护实验室具备检测书库空气

质量、修复用材料性能的条件,可以为其他不具备检

测条件的图书馆和修复单位提供检测服务.
经过多年发展,国家图书馆古籍保护实验室目前

在我国图书馆古籍保护科学研究领域处于领先地位,
特别是在基础理论研究和保护技术研究方面取得了

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值得其他图书馆学习和借鉴.

２．２　天津图书馆

天津图书馆的古籍修复中心规模较大,在全国公

共图书馆中位居前列,建有一间保护实验室,配备有

酸度计、厚度仪、天平等常规检测仪器,纸张抗张强度

仪、耐折度仪、白度仪等物理检测仪器,紫外老化箱、
干热老化箱等老化设备,以及光学显微镜等精密仪

器,具备了开展纸张性能检测和研究的基本条件.
实验室工作依托强大的古籍修复中心,主要研

究对象是修复中的古籍和修复用材料,包括纸张的

纤维成分、pH 值、白度、厚度、撕裂指数和裂断度等

参数的检测.利用这些检测数据,万群等提出了古

籍保护纸张信息数字化系统的构建思路,系统包含

“文献古纸研究数据库”和“古籍修复用纸数据库”,
可进行修复用纸的查询检索,达到快速选纸、配纸的

目的,同时还可对古纸的地域、年代和古书的版本进

行鉴定[２７].天津图书馆在修复馆藏敦煌遗书残片

的过程中,与国家图书馆古籍保护实验室合作,对珍

贵文献进行了完整系统的科学检测,为修复过程中

补纸的选配提供参考,同时也为建立古纸库积累了

丰富的资料,为最终建立规范化的古籍用纸数据服

务平台打下基础[２８].
受实验室设备和人员限制,目前天津图书馆古

籍修复中心实验室开展的基础研究工作较少,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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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修复中心的古籍开展检测工作,与古籍手工修

复业务紧密结合.

２．３　复旦大学图书馆

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成立于２０１４年,
挂靠复旦大学图书馆,２０１５年正式筹建中华古籍保

护技术基础科学实验室.科学实验室主要承担古籍

保护科学与技术的研究和教学任务,建有４个专用

实验室:古籍保护基础实验室、化学实验室、材料老

化模拟实验室、造纸印刷传统工艺实验室[２９].
基础科学实验室通过与中山大学、国家图书馆、

开化县政府等多方合作,开展包括“以开化纸为代表

的古籍印刷用纸”“开化纸传统技艺恢复及保护开

发”等项目的研究[２９],目前已恢复开化纸的工艺流

程,实现小批量生产.实验室还建立了古籍保护脱

酸机理和脱酸工艺研究站[３０],开展“整本古籍脱酸

及加固的工艺及设备”等项目研究.王思浓等制备

了一种一维氧化镁材料,对其结构和形貌进行表征,
并将其应用于民国纸张的脱酸,实验结果表明该材

料呈现出良好的脱酸和保护效果,有望应用于古籍

纸张保护[３１].王思浓等还发明了两种具有良好纸

张脱酸和补强加固效果的保护剂[３２－３３],及一种具有

良好纸张脱酸与阻燃效果的多功能保护剂[３４].张

宏斌等发明了两种缓释型脱酸剂,具有碱量和碱强

度可控、对纸张阻燃的特点,兼具脱酸和抑菌功

能[３５],适用于酸化纸张的应急性脱酸修复和预防性

保护[３６].刘鹏等发明了一种带有pH 响应荧光探针

的脱酸功能纸,可通过荧光探针的荧光强度变化检

测纸张酸化程度[３７].闫玥儿等研究了４种丹寨皮

纸的宏观织构性质与色度、微观织构性质,以及宏观

力学性能,为丹寨皮纸的纸张性质提供了科学的分

析检验数据,证实了丹寨皮纸“薄如蝉翼而柔韧结

实”的特点[３８].张宏斌等对松烟墨和油烟墨的原料

进行多种化学方法表征,结果表明二者的表面化学

性质存在较大差异,该研究可为制墨工艺、墨的使

用、鉴别和保存提供科学依据[３９].任杰等对长纤维

纸浆的制备方法开展研究,通过模拟修补实验,探索

长纤维纸浆补书的可行性和优缺点[４０].周言君等

对一本古籍不同部位的微生物群落组成进行研究,
以期为古籍纸张表面微生物的全面深入研究奠定基

础[４１].黄艳燕等构建了一个标准纸表微生物体系,
通过改良化学法、机械破壁法和酶消解法,分别提取

纸表微生物,结果表明改良的化学法更适宜提取纸

表微生物样品中的总DNA[４２].
复旦大学基础科学实验室的一大优势是依托图

书馆和化学系、生命科学学院、材料系、文物与博物馆

学系等多院系合作,聚集了包括杨玉良院士(高分子

科学)、钟扬(植物学)、唐颐(化学)等不同学科的国家

级科技奖励获得者,以及来自目录学、版本学、文物保

护等多学科的国家领军人才[４３].这支学科高度交叉

的研究团队,可以开展更深入的古籍保护研究课题,
为我国古籍保护领域培养更多科技型人才.

２．４　天津师范大学图书馆

天津师范大学图书馆是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

位,建有古籍保护实验室和古籍修复实验室.其中,
古籍保护实验室配备古籍修复工作台、高清修复仪、
低压真空书籍织物清洁站、书籍自动除尘机、书籍脱

酸仪、非接触式古籍扫描仪等仪器设备;古籍修复实

验室配备古籍修复工作台、纸浆补书机、压书机、除
尘通风柜、纸张纤维测试显微系统、纸张色差仪、纸
张拉力仪等仪器设备.２０１８年,天津师范大学古籍

保护研究院成立后,保护实验室和修复实验室主要

用于古籍保护研究生教学实践,为教学实验提供有

力的技术支持[４４].

２．５　北京大学图书馆

北京大学图书馆作为一座研究型图书馆,在古

籍修复过程中一直努力将传统修复与科学研究相结

合.２０１７年,在新的古籍分馆落成之际成立古籍保

护实验室,并于２０１９年初开始正式运行.
北京大学图书馆古籍保护实验室下设物理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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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备先进的仪器设备３０
余台,包括化学实验室常用仪器,如天平、酸度计、粘
度计等;纸张物理参数检测仪器,如撕裂度仪、耐折

度仪、零距抗张强度仪、卧式电脑拉力仪、厚度仪和

色度仪等;人工加速老化试验设备,如湿热老化箱、
紫外老化箱和氙灯试验箱等;精密仪器设备,如傅里

叶变换红外光谱仪、显微镜红外光谱仪、体视显微镜

和偏光显微镜等;预防性保护设备,如空气质量检测

系统、臭氧分析仪、氡气检测仪等.实验室目前共有

２名研究人员,分别具有化学专业和文物保护专业

背景.以此为支撑,实验室已具备了开展古籍保护

科学研究的条件.
北京大学图书馆古籍保护实验室与古籍修复业

务紧密结合,同时开展基础研究和保护技术研究,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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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地保护馆藏１５０余万册古文献为主要任务,使
这些典籍能够更好地为用户服务,推动我国古籍保

护事业向前发展.

３　国内图书馆古籍保护实验室的发展思考

自“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实施以来,国内各图书

馆已普遍认识到古籍保护科学研究的重要性,但目

前仅有少数图书馆建立了专门的古籍保护实验室,
我国古籍保护事业要实现科学化还有很远的路要

走.笔者根据调研结果,对于古籍保护实验室未来

发展方向有如下三方面的思考.

３．１　发挥各自专长,深入开展研究

目前,国内各图书馆的古籍保护实验室都各有

所长,国家图书馆在基础研究和保护技术研究方面

已取得很多研究成果,复旦大学图书馆和天津师范

大学图书馆在人才培养方面位居前列,天津图书馆

的研究与古籍修复业务结合紧密.在未来发展过程

中,各实验室应在各自擅长的领域精耕细作,以期取

得更丰硕的研究成果.以脱酸为例,目前国家图书

馆和复旦大学在古籍脱酸方面都取得了很多成绩,
发明了多种脱酸剂,但这些脱酸剂与国外市场化脱

酸产品相比优势是什么,能否真正推广应用于我国

古籍修复工作,后续是否存在严重返酸情况,等等,
这些问题都亟待通过更深入的研究来解答.以手工

纸研究为例,不同地域、不同原料和不同工艺生产的

手工纸的性能可能存在较大的差异,对更多种类的

手工纸进行性能检测和耐久性研究,可以为科学配

纸提供更准确的数据,也可以促进我国手工纸制造

行业长足发展.

３．２　注重实际应用,促进成果转化

古籍保护实验室的研究工作要与我国现阶段古

籍保护工作的实际情况相结合.笔者调研过程中发

现,手工修复人员对于古籍保护科学研究的关注点

主要包括四个方面:(１)先进的脱酸技术:希望可以

改进传统方法,使脱酸更方便、快速、安全;(２)修复

材料的安全性:希望可以检测修复材料的酸碱度,确
保其可以安全地用于古籍修复;(３)修复材料的匹配

度:希望科学研究结果可以为修复配纸提供数据支

撑;(４)手工修复的效果:希望了解手工修复后古籍

老化情况是否改善,脱酸后是否返酸,等等.保护实

验室在选定研究内容时应多考虑手工修复的科学需

求,促使更多研究成果真正转化应用于古籍修复,切

实提高我国古籍保护和手工修复的科技化水平.

３．３　加强交流合作,推动行业发展

在古籍保护领域内,各保护实验室都有自己的

专长和短板,通过交流合作,互通有无,在有限的条

件下共同进步,是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各实验室

也要加强与其他领域的合作,以复旦大学和北京大

学为例,充分发挥高校综合实力,与化学、生物、考古

文博等院系交叉合作,是我国古籍保护学科化建设

的必经之路.同时还要加强与国外图书馆的交流,
英、美、法、德、意等国家古籍保护的科技水平和研究

能力都有许多领先之处,将国外的先进经验和设备

与我国的传统修复相结合,是未来我国古籍保护科

学化发展的重要方向.

４　总结

目前,国内多数图书馆对古籍的保护主要致力

于改善存藏条件和加强古籍修复,仅有少数图书馆

设立专门的古籍保护实验室开展研究工作.未来,
各古籍保护实验室充分利用现有资源,发挥专长、注
重应用、加强合作,必将推动我国古籍保护事业走向

科学化和规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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