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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可移动文物病害评估技术规程》是系列标准，其中包括：

——可移动文物病害评估技术规程¶陶质文物

——可移动文物病害评估技术规程¶瓷器类文物

——可移动文物病害评估技术规程¶金属类文物

——可移动文物病害评估技术规程¶纺织品类文物

——可移动文物病害评估技术规程¶竹木漆器类文物

——可移动文物病害评估技术规程¶馆藏壁画类文物

——可移动文物病害评估技术规程¶石质文物

本标准为该系列标准之一。

本标准依据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文物局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文物保护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289）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陕西省文物保护研究院。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马宏林、马涛、王翀、王永进、阎敏、柏柯、纪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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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移动文物病害评估技术规程¶石质文物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可移动石质文物病害评估程序、评估内容、评估方法以及评估报告的格式。

本标准适用于可移动石质文物的病害评估。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2985¶生物显微镜

GB/T�6040¶红外光谱分析方法通则

GB/T�14642¶工业循环冷却水及锅炉水中氟、氯、磷酸根、亚硝酸根、硝酸根和硫酸根的测定离

子色谱法

GB/T�15454¶工业循环冷却水中钠、铵、钾、镁和钙离子的测定离子色谱法

GB/T�17359¶电子探针和扫描电镜X射线能谱定量分析通则

GB/T�19140¶水泥X射线荧光分析通则

GB/T�19267¶扫描电镜的检验方法

GB/T�19863¶体视显微镜

GB�22448¶500kV以下工业X射线探伤机防护规则

GB/T�24665¶偏光显微镜

GB/T�26835¶无损检测仪器工业用X射线CT装置通用技术条件

CECS21¶超声法检测混凝土缺陷技术规程

JB/T�9400¶X射线衍射仪技术条件

JG/J�89¶原状土取样技术标准

JY/T�009¶转靶多晶体X射线衍射方法通则

QJ�3102¶航天火工装置γ射线工业CT检验方法

SY/T�5162¶岩石样品扫描电子显微镜分析方法

WW/T�0002¶石质文物病害分类与图示

WW/T�0007¶石质文物保护修复方案编写规范

WW/T�0012¶石质文物保护修复档案记录规范

ASTM�E2529¶拉曼光谱仪溶液试验的标准指南

WW/T�0016¶馆藏文物保存环境质量检测技术规程

3　术语和定义

WW/T�0002、WW/T�0007及WW/T�0012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4　病害类型及性质

根据不同病害发展趋势及其对石质文物稳定性的影响，将病害活动性质划分为：

a）稳定病害：病害已经产生或存在且不再继续发展和蔓延，不会对文物稳定性产生影响的病害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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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活动病害：病害已经产生或存在且继续发展和蔓延，对文物稳定性产生影响的病害类型；

c）可诱发病害：病害已经产生或存在且不再继续发展和蔓延，在外部条件（如保存环境改变）激

发下可能导致文物病害发展，引发其他病害产生的病害类型。

病害活动性质划分见表1。

表1　石质文物病害活动性质划分

序号 病害名称
病害类型

稳定病害 活动病害 可诱发病害

1 断裂 √

2 残损 √

3 孔洞 √ √

4 表面粉化 √ √

5 表面泛盐 √ √

6 层状剥落 √ √

7 起翘 √ √

8 表面溶蚀 √ √

9 裂隙 √ √

10 空鼓 √ √

11 表面污染 √ √ √

12 水锈结壳 √ √

13 植物伤害 √ √

14 动物伤害 √ √

15 微生物伤害 √ √

16 彩绘颜料粉化脱落� √ √

5　石质文物病害评估流程

5.1　概述

石质文物病害评估包括文物基本信息、修复历史信息和保存环境信息收集；通过直接观察和仪器

检测进行病害识别；病害活动性质判定；文物病害综合评估、保护修复建议；形成评估报告。

5.2　评估流程

评估流程见图1。����

6　文物信息收集

6.1　基本信息

基本信息包括：文物名称、入藏时间、收藏单位、文物登录号、文物来源、文物年代、文物材

质、文物级别、文物尺寸和文物质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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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格式见附录A表A.1。

6.2　修复历史信息

修复历史信息包括以往历次修复的时间、内容、技术，材料及后期效果评价。

记录格式见附录A表A.2。

6.3　保存环境信息

保存环境信息包括文物保存环境（展厅或库房）的温度、湿度及空气中主要污染物的含量变化，

调查数据以完整的年度数据为宜。保存环境信息采集，参照WW/T�0016—2008。

7　病害识别

7.1　总则

依据“不改变文物原状”与“最小干预”原则，优先采用直接观察法识别病害种类，对直接观察

图1　石质文物病害评估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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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判定的病害，视文物的具体情况，可进一步采用无损分析或取样分析方法判定、识别病害种类，

重点确定具有活动性或可诱发性特点的病害。绘制病害图，记录病害分布位置，完成病害档案的记录

和病害评估报告的编写。石质文物病害识别与检测方法见表2。

表2　石质文物病害识别与检测方法

病害名称 适用检测方法

断裂、残损、裂隙、空
鼓、孔洞

直接观察、测量、体视显微镜检查、视频显微镜检查、X光探伤、CT检查、超声波检测、
内窥镜检查、红外热像分析、三维扫描等

表面溶蚀、表面粉化、
表面泛盐、层状剥落、
起翘

直接观察、测量、X光探伤、CT检查、超声波检测、电法微测深、三维扫描、扫描电子显
微镜分析、X射线衍射分析、显微红外分析、X射线荧光分析、离子色谱分析、原子吸收光
谱分析、常规化学分析等

水锈结壳、表面污染
直接观察、测量、三维扫描、X射线衍射分析、显微红外分析、X射线荧光分析、离子色谱
分析、原子吸收光谱分析、常规化学分析等

植物伤害、动物伤害、
微生物伤害

直接观察、测量、生物种属鉴定、微生物分析、常规化学分析等

彩绘颜料粉化脱落
直接观察、测量、体式显微镜检查、视频显微镜检查、三维扫描、多/高光谱照相、X射线
衍射分析、X射线荧光分析、显微红外分析、激光拉曼分析、能谱分析、离子色谱分析、
原子吸收光谱分析、常规化学分析等

7.2　直接观察

将石质文物置于适当的光线条件下进行目视检查，观察有无断裂、残损、裂隙、空鼓、孔洞、

表面溶蚀、表面粉化、表面泛盐、层状剥落、起翘、水锈结壳、表面污染、植物伤害、动物伤害、微

生物伤害、彩绘颜料粉化脱落等病害现象，对病害情况按照WW/T�0002和WW/T�0007中的要求进行记

录。文物表面特征（颜色、种类、致密程度、颗粒形状等），可进行显微镜观察、图像拍摄、测量和

记录。

7.3　仪器分析

7.3.1　无损分析

无损分析可选用的主要分析方法及其适用的病害见表3。

表3　无损分析方法及其适用病害

病害名称 分析方法 依据

断裂、残损、裂隙与空鼓、孔洞、表面溶蚀、表面粉
化、表面泛盐、层状剥落、起翘、水锈结壳、表面污
染、植物伤害、动物伤害、微生物伤害、彩绘颜料粉
化脱落

直接观察

三维扫描

显微镜分析
GB/T�24665�
GB/T�19863
GB/T�2985��

多/高光谱照相

X光探伤 GB�22448

CT检查
GB/T�26835
QJ�3102

超声波检测 CECS21

X射线荧光分析（便携） GB/T�19140

红外光谱分析（便携） GB/T�6040

激光拉曼光谱分析（便携） ASTM�E2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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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2　取样分析

7.3.2.1　总则

取样前明确取样目的，制定取样分析计划，确定取样方法。

文物取样应尽可能选用脱落的残块，对文物病害分析所需的取样应按照有关规定报有关部门审

批。取样应在尽可能避免损害文物价值的基础上确定取样点，满足病害评估需求。

7.3.2.2　取样操作流程

拍摄文物整体照片，绘制线图，参照WW/T�0012。

选定取样点后，用标签纸或纸条写明样品编号和简单描述置于取样点，拍摄取样前照片并在文物

整体照片及线图上标注。

填写取样文字记录，内容包括样品的编号、位置、颜色、形态、取样目的、拟采用的分析方法和

其他备注信息。

采用取样工具开始取样，样品置于适当的容器之中，并在其上标明样品编号和简单描述。取得的

样品需妥善保存，避免受到污染或保存过程中发生变化。

取样过程也应拍照记录，需要时可辅之以录像。所有取样记录应备份保存。

取样分析方法及其适用的病害见表4。

表4　取样分析方法及其适用病害

病害名称 分析方法 依据

表面粉化、表面泛盐、层状剥落、起
翘、水锈结壳、表面污染、彩绘颜料
粉化脱落

扫描电子显微镜分析
SY/T�5162
GB/T�19267
GB/T�17359

X射线衍射分析
JY/T�009
JB/T�9400

X射线荧光分析 GB/T�19140

显微红外光谱分析 GB/T�6040

激光拉曼光谱分析 ASTM�E2529

离子色谱分析
GB/T�14642
GB/T�15454

常规化学分析

7.4　病害测量

7.4.1　总则

对文物存在的各种病害进行识别和检测后，可通过观察进一步确定病害的数量、面积、长度和体

积等，并详细记录病害所分布的部位。

7.4.2　测量项目

7.4.2.1　概述

石质文物病害所对应的测量项目见表5。

表5　病害的测量项目

病害名称 测量项目

断裂、残损、裂隙与空鼓、孔洞、表面溶蚀、表面粉化、表面泛盐、层状剥落、起翘、水锈
结壳、表面污染、植物伤害、动物伤害、微生物伤害、彩绘颜料粉化脱落

病害数量

裂隙 病害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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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害名称 测量项目

裂隙、空鼓、孔洞、表面溶蚀、表面粉化、表面泛盐、层状剥落、起翘、水锈结壳、表面污
染、植物伤害、动物伤害、微生物伤害、彩绘颜料粉化脱落

病害面积

裂隙与空鼓 病害深度

残损 病害体积

7.4.2.2　病害数量统计

断裂、残损、裂隙、空鼓、孔洞、表面溶蚀、表面粉化、表面泛盐、层状剥落、起翘、水锈结

壳、表面污染、植物伤害、动物伤害、微生物伤害、彩绘颜料粉化脱落计算病害产生的数量。

7.4.2.3　病害长度测量

裂隙须测量病害长度，若同种病害有多处，则测量该病害的总长度。

7.4.2.4　病害面积测量

空鼓、孔洞、表面溶蚀、表面粉化、表面泛盐、层状剥落、起翘、水锈结壳、表面污染、植物伤

害、动物伤害、微生物伤害、彩绘颜料粉化脱落等病害测量病害面积，若同种病害有多处，则测量该

病害的总面积。

7.4.2.5　病害深度检测

裂隙、空鼓等病害根据超声波检测、电法微测深、X探伤或CT检查检测病害深度。

8　病害性质判定

8.1　概述

具体病害类型的评估按照8.2～8.7的要求进行，并结合检测分析数据对其活动性质作出判定。

8.2　断裂

对断裂部位及面积进行测量统计。

8.3　残损

对残损部位进行测量计算，统计残损部位与文物本体的体积比。

8.4　裂隙与空鼓

对裂隙与空鼓进行X光探伤、CT检查及超声波检测，对病害的数量、长度、深度和面积进行检测

统计。

8.5　表面风化

表面风化包括表面溶蚀、表面粉化、表面泛盐、层状剥落、起翘、彩绘颜料粉化脱落等病害，对

病害种类、面积进行测量。进行X光探伤或CT检查确定风化层厚度及风化程度。如无法进行无损分析

则参照附录B对病害部位进行微损取样，分析风化产物的元素及矿物成分。

8.6　水锈结壳及表面污染

对水锈结壳及表面污染的数量及面积进行测量，如无法进行无损分析则参照附录B对病害部位进

行微损取样，分析污染物的成分。

8.7　生物损害

生物损害包括植物损害、动物损害及微生物损害，对生物损害的数量和面积进行测量计算，对生

表5　病害的测量项目（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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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的种属、活性及其代谢产物进行识别与检测。

9　文物病害评估

9.1　综合评估

根据病害识别与检测数据，区分并记录病害类型。按照WW/T�0002和WW/T�0007的要求，绘制文

物病害图。根据文物病害图计算病害数量、病害长度和面积，如有整体探伤或CT照片可估算缺损体

积。结合上述结果，对石质文物的病害现状做出评估，完成文物病害综合评估表。评估意见应包括识

别出的病害种类及活动性质。文物病害综合评估表，记录格式见附录A表A.4。

9.2　保护修复建议

根据9.1的综合评估结果，给出文物保护修复建议。

10　评估报告编写

10.1　概述

评估应有规范的评估报告，报告应由报告封面、正文和附件组成。

10.2　报告封面

评估报告的封面见附录A图A.1

10.3　正文

正文应包括以下内容：

a）文物基本信息（见附录A表A.1）

b）文物病害信息（见附录A表A.2）

c）文物病害识别记录表（见附录A表A.3）

d）文物病害综合评估表（见附录A表A.4）

10.4　附件

附件应含有与正文有关的数据、图片和检测报告等内容，记录格式见附录A表A.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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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A 

（规范性附录） 

石质文物病害评估报告

石质文物病害评估报告封面的格式见图A.1。

   报告编号：

石质文物病害评估报告

文物名称：                              

委托单位：                        （公章）

评估负责人：                            

评估审核人：                            

评估单位：                        （公章）

评估日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文物局制

�

图A.1　石质文物病害评估报告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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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质文物基本信息表的格式见表A.1。

表A.1　文物基本信息表

文物名称 入藏时间

收藏单位 文物登录号

文物来源 文物时代

文物材质 文物级别

文物尺寸 文物质量

修复历史信息

保存环境信息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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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质文物病害信息表的格式见表A.2。

表A.2　文物病害信息表

文物名称 文物登录号

病害描述

（300字以内）

文�

物�

病�

害�

图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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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质文物病害识别记录表的格式见表A.3。

表A.3　文物病害识别记录表

文物名称 文物登录号

病害名称 病害描述（病害检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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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质文物病害综合评估表的格式见表A.4。

表A.4　文物病害综合评估表

病害名称 病害类型

评估意见：�

保护修复建议：

签章：
日期：

审核意见：

签章：
日期：



13

WW/T 0062—2014

石质文物病害评估报告附件表的格式见表A.5。

表A.5　附件格式

附��件

检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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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石质文物样品要求

B.1¶文物样品要求

B.1.1　石质文物载体样品

石质文物载体样品通常用于材质的岩相显微分析、岩石矿物成分、化学成分的分析及岩石性能

分析等，用于确定石质文物岩石种类及特性。样品的取样一般选择相同类型岩石的新鲜岩石，利用手

锤、空心钻机及切片机切割的方式制作样品。

B.1.2　风化样品

风化样品用于分析确定风化产物的种类、浓度、孔隙结构、吸水系数、力学强度等，甚至可以推

断石质文物的风化深度，判断其是否有危险性等，为病害评估提供依据。

风化样品的取样，一般选择石质文物风化层，或相关岩石风化层的岩石。对于石刻文物风化层，

坚持采用微损取样；对于相关岩石风化层，可根据风化物的致密程度，利用刻刀、手术刀、手锤、空

心钻机及切片机切割等方式制作样品。风化样品一般为块状或粉状样品，样品应包含不同颜色、形

态、层位的风化现象，样品量依据所采用的分析测试方法确定。

B.2　生物样品

微生物采集的方法较为专业，建议联系专业人员完成相关操作。地衣样品采集时尽可能保持其完

整性，有些干燥的地衣易破碎，采集前可用水喷湿。采集坚硬岩石上着生的地衣样品尽可能连同岩石

基物一同采集；可利用小刀等工具进行苔藓采集，要注意采集有孢子体的样品，将样品与基物一同采

取，放入纸袋内，置于通风处。植物样品可采取植物的根、茎、叶样本。

B.3　其他样品

附着于石质文物之上的其他残留物揭示了一定的考古信息，取样时应避免样品污染以及对考古信

息的损害。

B.4　保藏环境样品

石质文物出土过程中需采取土壤样品，所选样品点以靠近文物能代表文物所在土壤环境为宜。原

状土取样参见JG/J�89，原状土样应密封，小心搬运，妥善存放，试验前不应开启。扰动土一般采用土

钻或小铲采取土样，土样根据检测内容进行制备。文物上附着的土壤样品使用刻刀、手术刀刮取。水

样和气氛样品的采集则应根据检测的目的和分析仪器的具体要求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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