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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保护、档案保护、文物保护学科整合研究∗

□张美芳

　　摘要　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的藏品有相似之处,三馆的保护目标、保护原则、保存手段、利

用方式、保管设备、修复技术、工作流程等也有很多相似之处,面对三大领域长期以来因体制隔阂

而导致人才分别培养、研究独立进行等局面,文章对图书、文物、档案保护的学科整合问题进行探

讨,试图构建一个由“藏品—藏品保护分类技术—人”三个维度构成的专业人才培养体系,进一步

推动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事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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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所保存的古籍、档案、文
物等都属于国家文化资源,部分同宗同源.在我国,
由于行政划分不同,上述保管对象被保存于不同部

门,隶属于不同机构,由此派生出图书古籍保护、档
案保护、文物保护等.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等在

保护目标、保护原则、保存手段、利用方式、保管设

备、修复技术、工作流程等方面有很多相似之处,三
领域有相同藏品,也有特藏,在强调文化遗产保护的

今天,整合资源,为文化遗产保护提供“一站式”保护

条件和方法,为社会输送大量优秀保护和修复人才,
迫切需要大量掌握图书馆学、博物馆学、档案学的复

合型人才,需要掌握藏品保护知识和实践能力的应

用型人才.
目前,我国高等教育基本沿用的是２０世纪５０

年代初期院系调整时的模式,其特点是专业划分过

细、过窄,具有很强的封闭性,相关学科很难融合到

一起,造成明显的学科专业壁垒、学科缺失或重复建

设等[１].档案、图书、文物保护小专业分设的教学机

制不但难以培养出跨越图书馆、博物馆和档案馆领

域的专业人才,也不利于这些学科的持续发展.基

于社会实践和学科专业的发展需求,本文对图书、文
物、档案保护的学科整合问题进行探讨,分析三个学

科整合的依据和客观需要,试图构建一个由“藏品—

藏品保护分类技术—人”三个维度构成的人才培养

体系.

１　图书、档案、文物保护学科整合的内在依据

图书馆学、博物馆学和档案学有相同的研究对

象,也有各自特定的研究对象,但其保护原则、保存

目的、保护条件、保护流程是相同或相似的;保护对

象的种类、特性、维护手段有交集,人才培养的模式、
要求、能力基本相同,因此,整合３个学科是客观

需要[２].

１．１　图书、档案、文物保护研究对象的相似或相同

图书、博物和档案保护都是研究藏品制成材料

的特性及外界对其的影响,保管的目的都是最大限

度地延长藏品的寿命,为此而采取预防性保护和治

理性保护.藏品的主要功能是收、藏、管、用.图书

馆和档案馆保存的纸质类文献数量最多,博物馆的

研究对象多且相对复杂.尽管图书、档案和文物这

三种藏品的表现形式、历史价值、社会作用不尽相

同,但它们都是人类记录知识、传承文明的重要载

体.只是由于它们保存在不同的机构,因而有了不

同的称谓.比如古代名人手稿,在图书馆叫古籍、在
档案馆叫档案、在博物馆叫文物[３].表１显示图书、
档案、文物保护的主要研究对象.

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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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三大领域研究对象的比较

领域 图书馆 档案馆 博物馆 相似度

藏品制作材料
纸 张、胶 片、甲 骨、丝 织 品、

竹简

纸张、胶片、丝织、皮革、木制

品、光盘、磁记录

纸张、甲骨、皮革、金属、石、木

牍、竹简、丝织品、陶瓷
部分相同

外界环境的影响
温度、湿度、光、有害气体、火、

地震、虫、霉菌

温度、湿度、光、有害气体、火、

地震、虫、霉菌

温度、湿度、光、有害气体、火、

地震、虫、霉菌、防风化
相同

库房的防护措施
调控 温 湿 度、防 火、防 盗、防

震、防虫、防霉、防污染、防光

调控 温 湿 度、防 火、防 盗、防

震、防虫、防霉、防污染、防光

调控 温 湿 度、防 火、防 盗、防

震、防虫、防霉、防污染、防光
相同

保存方式

保存原 件 (库 存)、修 复 破 损

件、数 字 化、再 生 性 保 护 (缩

微、仿真复制)

保存原 件 (库 存)、修 复 破 损

件、数 字 化、再 生 性 保 护 (缩

微、仿真复制)

保存原 件 (库 存)、修 复 破 损

件、数字化、再生性保护(、仿

真复制)

基本相同

　　从表１可以看出,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的保

管对象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相同的保管对

象是纸张类、丝织品、胶片、甲骨、竹简、皮革等,只是

在各领域保存数量不同而已.比如图书馆、档案馆

目前以纸质类文献占多数,而各家博物馆馆藏情况

不同,有的以陶瓷为主、有的以青铜为主.同时,图
书馆、档案馆、博物馆各自具有独特藏品,比如档案

馆的光盘、磁记录载体;博物馆的陶瓷、青铜.不同

的藏品,其特性及老化速度是不同的,在保存过程中

出现的典型破损特征也不相同,因此,需要分门别类

进行研究.即使是保存相同的纸质类藏品,三馆的

保存方式也有相同、相似和侧重区分.比如三馆都

有书画、手稿、信札、地图、拓片等,图书馆保存的主

要是以印刷品形式产生的图书或古籍,研究重点是

纸张载体;档案馆保存的主要是文件、档案,其中主

要是手写件、打印件和复印件,除了研究纸张载体

外,还要研究字迹老化问题等.
从外界因素对藏品的影响、库房防护措施、保存

方式等方面看,图书、档案、文物保护的相同处或相

似处非常高,包括馆库条件、设备、环境因素的控制

等,研究问题的角度和视野基本相同,实际工作中采

用的方法基本一致.图书、档案、文物保护研究首先

要对内因即藏品制成材料的特性进行研究,了解其

变化及老化规律,其次要研究外因即环境因素对各

种藏品的影响,这两方面的问题都是预防性保护的

措施,是延长藏品寿命最为重要的措施,是对藏品进

行整体性保护,以做到预防在前,治理在后.从这方

面分析,图书、档案、文物保护的相似度很高,如此相

似的防护措施决定了工作方式、采取措施基本相似.

１．２　图书、档案、文物的保护条件要求存在交集

针对图书、档案、文物,各领域花大量精力研究

环境因素对藏品的影响,由此,制定了保存各藏品的

温湿度标准、防光标准、防空气污染标准、库房建设

设计标准等,综合三家在这些方面的研究成果、标准

和实践活动,可以发现存在很多交集.
在温度、湿度规定方面,图书、档案、文物基本相

同,«博物馆建筑设计规范»(JGJ６６－９１)对保存文物

的温度和湿度有具体规定,其中主要规定如下:“第

４．２．２条 设置空气调节设备的藏品库房,冬季温度

不应低于１０℃,夏季温度不应高于２６℃,相对湿度

应保持基本稳定,并根据藏品材质类别确定参数”.
表２　博物馆藏品相对湿度规定

藏品材质类别 相对湿度(％)

金银器、青铜器、古钱币、陶瓷、石器、玉 器、玻

璃等
４０~５０

纸质书画、纺织品、腊叶植物标本等 ５０~６０

竹器、木器、藤器、漆器、骨器、象牙、古 生 物 化

石等
５５~６５

墓葬壁画等 ４５~５５

一般动、植物标本等 ４０~６０

«档案馆建筑设计规范»(JGJ２５－２０１０)对档案

库房以及各类技术用房的温湿度标准进行了规定,
每昼夜温度的波动幅度不超出±２℃、湿度的波动幅

度不超过±５％.
表３　档案库房温湿度规范

温、湿度范围 采暖期 夏季

温度 １４℃~２４℃ ≥１４℃ ≤２４℃

相对湿度 ４５％~６０％ ≥４５％ ≤６０％

«图书馆古籍书库基本要求»(GB/T３０２２７－
２０１３)中规定:古籍特藏书库温度应为１６℃－２２℃

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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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湿度应为４５％－６０％±５％.
有关照明方面,图书、档案、文物的保护规定也

基本相同.
表４　博物馆建筑陈列室展品照明标准

类　别
参考平面

及其高度

照度标准

值/Lx

对光特别敏感的展品:丝织品、织绣品、

绘画、纸质物品、彩绘、陶(石)器、染色

皮革、动物标本等

展品面 ５０

对光敏感的展品:油画、蛋清画、不染色

皮革、角制品、骨制品、象牙制品、竹木

制品和漆器等

展品面 １５０

对光不敏感的展品:金属制品、石质器

物、陶瓷器、宝玉 石器、岩矿标本、玻璃

制品、搪瓷制品、珐琅器等

展品面 ３００

注:１．陈列室一般照明应按展品照度值的 M％~３０％选取.

表５　图书馆建筑照明标准

房间或场所
参考平面及

其高度

照度标准

值/Lx
一般阅览室 ０．７５m水平面 ３００

国家、省市及其他重要图书馆的阅览室 ０．７５m水平面 ５００

书库 ５０

工作间 ０．７５m水平面 ３００

表６　 档案库及其他业务技术用房正常照明的照度标准

档案用房名称 参考平面(m) 推荐照度(Lx)

档案库 离地垂直面０．２５ ５０

阅览室 ０．７５ ３００

修裱、编目室 ０．７５ ３００

计算机房 ０．７５ ３００

　　图书馆、档案馆和博物馆的技术用房、库房、展
览室,除了温度湿度、防光要求基本在同一范围外,
建筑设计、防火等级、防盗要求、防震等级、管理控制

方面基本是一致的,因此,在保护技术、管理方式、实
施方法等方面也基本一致.

２　图书、档案、文物保护人才培养的共性

２．１　图书、档案、文物保护对人才需求的交集

图书、档案、文物的保护在研究和实践中涉及的

主要工作是预防性保护和治理性保护,前者属于档

案保护技术管理工作,通常的“九防”属于此范畴,具
有图书馆学、档案学、博物馆学基础的人才很容易从

事此方面的研究和实践工作.“九防”工作相对于修

复而言,技术要求不高,对专业知识背景要求比较宽

泛,经过短期培训比较容易胜任.治理性保护属于

专业性较强的技术,需要掌握一定的专业背景知识、
经历专业学习和专门训练、有一定的工作经验,才能

满足工作需求,胜任各项操作.
从表７可以看出,图书、档案、文物保护对人才

知识背景和专业的要求除了本专业基础课外,其他

知识和专业基本一致.由于保管对象的制成材料的

种类不同,文物对材料工程专业有较高的需求,比如

陶瓷、青铜器等在图书馆、档案馆保存很少或没有,
对于这种特有材料的研究则需要专门学习.图书、
档案、文物的保护技术从大类上看几乎是相同的,包
括预防性保护技术和治理性保护技术,前者包括库

房建设、设备、“九防”技术;后者主要是各类修复技

术.从每一项具体专门技术而言,有共有的修复技

术,比如纸张文献的修复,也有侧重不同或独有的技

术,比如图书馆主要是图书和古籍的纸张修复;档案

馆除了纸张修复还涉及胶片修复、磁记录保存

表７　图书、档案、文物保护对人才需要的对比

领域 人才的背景知识 高等教育涉及专业 需要掌握的保护技术 需要掌握的预防性保护措施

图书保护
造纸技术、建筑、材料、化学、

图书、艺术、生物
化学、生物、建筑、图书、艺术

装订技术、修复技术、灭菌除

虫技术、复制技术

温湿度调控、消防、安防、空气

净化、灭火、库房建筑

档案保护
造纸技术、建筑、材料、化学、

档案、艺术、生物、计算机

化学、生物、建筑、档案、艺术、

计算机

档案制 成 材 料 研 究、修 复 技

术、灭菌除虫技术、复制技术、

信息恢复技术

温湿度调控、消防、安防、空气

净化、灭火、库房建筑

文物保护
建筑、材料与工程、化学、博物

馆、艺术、生物、计算机

材料 与 工 程、化 学、生 物、建

筑、文物、博物、艺术、计算机

文物材 料 机 理 研 究、修 复 技

术、灭菌除虫技术、复制技术、

信息恢复技术

温湿度调控、消防、安防、空气

净化、灭 火、库 房 建 筑、藏 品

设备

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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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文物的修复更复杂,常分为丝织品修复、青铜修

复、陶瓷修复等.上述修复技术的要求、材料、工艺

等存在不同,各自需要专门培训,但关于修复原理、
修复目的、修复流程则基本一致.

三大保护领域在预防性保护措施方面基本相

同,主要目的是加强藏品实体的保护,所涉及的内

容、遇到的问题、解决的方法基本相同,对人才的需

求基本一致.因此,在人才培训、课程设置和资源共

享方面都可进行统一设计、共同规划、联合培养,实
施一体化教育.而从目前实际情况看,档案保护、文
物保护有相对较完善的预防性保护人才培养模式,
高等教育的内容大体相同,只是分别培养,独自构建

学科体系,完成培养方案,学生毕业后择业范围基本

锁定在各自领域.图书保护目前主要还是从相关专

业吸纳人才,长期存在图书保护高等教育的缺失.
治理性保护人才的短缺是图书、档案、文物的保

护急需解决的问题,比如修复人才的短缺尤其技术

高超的修复人才急缺已经在各个领域凸显出来.国

家图书馆近些年来在图书、古籍修复人才培训方面

做了大量工作,开展不同形式、不同内容的培训,在
短时间内解决了修复人才短缺之急.而我国高等教

育体系对这一问题还没有深刻思考,无统一规划和

设计.目前全国高校还未有一所学校建立专门培养

保护或修复专业本科生、研究生、博士生的培养机制

或体系,这种教育体系的缺失,导致无法培养专门性

的保护人才或修复人才.治理性保护人才除了需要

专门知识结构外,还需要进行大量的实践练习,掌握

各类方法,积累经验,尤其对于不同藏品的修复,需
要的技术和经验都不相同,专门化培养、个性化训

练、长期而非短期的练习是最为重要的培养模式,因
此,治理性人才培养速度慢是一个客观事实.

２．２　国外图书、档案、文物的保护教育的整合模式

对我国的启示

波兰早在１９２２年便开创了哥白尼大学文化财

保护学院,其中包括文物、文献、书籍和画作等的保

护、修复专业教育;２０世纪中后期,意大利、西班牙、
美国、日本、法国等国家普遍建立了文化遗产保护或

文献保护技术或图书保护技术的专业教育.１９８１
年,美国首先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图书馆学系开设图

书档案保护专业教育,包含两个研究方向,一个是三

年制的图书档案保护技术班,目标是培养图书档案

保护技术的研究人员和专业工作人员;另一个是一

年制的图书档案保护管理班,要求入学前必须先获

得图书馆学学士学位,目标是培养档案保护宏观管

理的领导人员[１].目前,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设有

资源保藏与文献修复专业;德雷克塞尔大学开设档

案学与文献保护课程.１９７３年,法国索邦大学成立

文化遗产保护修复部,主要面向艺术品、馆藏品、考
古出土文物等的保护修复;１９９０年,法国国家遗产

大学创建,１９９２年招生,以培训博物馆、档案馆、图
书馆的馆长为主,培训学时为１８个月;１９９６年成立

了修复培训学院,内设８个专业,囊括图书、文物、档
案、遗产等.徒儿美术大学、阿维尼翁大学等也开始

进行书画修复和手稿修复高等教育,在教育层次上

主要有研究生、博士生和继续教育[８][９].
进入２１世纪后,韩国、印度相继开启了文化财

产保护高等教育.这些国家或从文化财产保护或从

图书、档案保护出发开始“大保护”范畴的高等教育,
这种状况持续保持,如今许多国家将文化遗产保护、
图书档案保护、文物保护、艺术品保护等融合在一

起.欧美的图书、档案、文物的保护领域的高等教育

学科整合一直占主导地位并且持续发展,“ipreserＧ
vation”中的“i”是“interdisciplinary”(跨学科)的首

字母缩写,这种跨学科的建设最终形成图书、档案保

护教育一体化,或是图书、档案、文物保护教育一体

化,客观上打破了条块分割,利于整合资源.[５][６][７]

３　图书保护、档案保护、文物保护的人才培养体系

整合模型

近些年来,文化遗产保护、文物保护、古籍保护、
国家重点档案抢救保护分别是不同领域重点发展的

事业,由此带动了许多大工程、大项目的开展.但是

谁来承担,谁有能力承担和完成,完成的效果如何,
是需要思考的问题.目前三大领域的基本形势是高

涨的事业和低落的高等教育和人才培养.国外高校

逐渐对三个领域的高等教育进行整合,目的是让学

生接受这些领域的通识教育,具备不同实践领域的

知识和技能,为图书馆、博物馆和档案馆提供“全能

型”的专业人才.有机地将图书保护学、文物保护学

和档案保护学三者的课程体系与内容进行了一定程

度的集成,融合三大领域的技术方法,构建ipreserＧ
vation平台,整合各自资源,据此进行人才统一培养

和个性化训练.
建立“保护联盟”(ipreservation)是整合学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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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模式,此种联盟既保持以往的独立培养方式,又
有新的统一、融合形式,在整合图书、档案、文物、文
化遗产的保护的基础上,建立统一的培养方式,人才

培养途径采用共建、合建等方式,充分实现资源共

享.在文化遗产保护的大环境下,将“保护联盟”
(ipreservation)贯穿于文物保护教育、图书保护教

育与档案保护教育中.第二种模式是建立新专业,
与目前国内大多数高校单独开设图书馆学专业、文
博专业、档案学专业不同,单独开设文化遗产保护专

业,将藏品、藏品保护技术和人三者有效地融合起

来,通过专门的教育,培养专门人才.
在课程体系设计过程中,主要考虑了三个方面

的问题:第一,图书、档案、文物的保护职业需要什么

样的知识和能力;第二,学生需要在教室里学什么;
第三,学生在实习中需要掌握哪些技能.课程设置

以传授关于藏品对象、藏品保存环境、藏品抢救修复

的知识为主,包括各类保管对象的材料性能及结构、
老化特性,库房建筑要求,环境条件评价与选择,各
类保管技术、保存方式与保管装具及其修复,灾难应

急及抢救,辅之以艺术史、版本学、标准及政策、保护

技术组织管理、项目评估等相关方面的课程.课程

体系容纳了关于各种类型藏品的知识,如文化遗产、
青铜、竹、丝织品、纸、胶片、磁记录和光学记录等.
为了将学生在课堂上学到的保护知识应用到真实的

工作环境中,教育机构为学生提供在图书馆、博物

馆、档案馆、机构库、科研机构等实习的机会,培养其

实践能力,训练其操作技能.

图１　图书保护、档案保护、文物保护的人才培养体系整合模型

在此模型中,图书、档案、文物的保护的核心课程

是藏品预防性保护.包括藏品特性、藏品保管和安全

防护.藏品特性涵盖各类藏品的性能及老化机制,三
大保护领域共同的基础课程可以分为保护方法、藏品

调查、保存、展览、安全和防护、仿真复制和数字化保

存;实践课包括各类修复技术、藏品病害治理等.

４　总结

培养跨越图书馆、博物馆和档案馆等不同实践

领域的保护专业人才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打破

传统的教育设置和体制隔离,重新建立一种创新的

培养机制,其中涉及观念、意识、习惯的转变,需要多

部门、多领域的配合,需要国家从顶层进行规划和调

整.本文提出的整合图书保护、文物保护和档案保

护的设想,仅仅考虑到了藏品本身的内在特性和社

会需要,所提出的高等教育培养模式的改革,在课程

设置上基本按大类进行,而没有考虑实际操作中可

能遇到的种种具体问题、具体解决途径和障碍.图

书、档案、文物的保护教育的融合或整合需要根据社

会实践的发展需求而不断更新课程内容,调整课程

设置体系,才能在文化保护事业的发展中继续发挥

更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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