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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山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对标准的组织实施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本文件由山西省文物局提出。

本文件由山西省文物保护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山西省彩塑壁画保护研究中心、北京科技大学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曹怀义、李润成、程群、郭宏、刘晚香、左小迪、杜建英、刘耀辉、孙文

艳、石美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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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彩塑保护修复方案编写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彩塑保护修复方案编写的术语与定义、保护修复方案文本内容和文本格式。

本文件适用于山西省域内石窟彩塑、寺观彩塑、陵墓彩塑、馆藏彩塑以及民俗彩塑的保护修复方案

编制。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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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68-2012 危险货物品名表

GB 12463-2009 危险货物运输包装通用技术条件

GB/T 30236-2013 古代壁画保护修复方案编制规范

WW/T 0001—2007 古代壁画病害与图示

GB/T 30235—2013 古代壁画保护修复档案规范

3 术语与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彩塑

即泥塑，雕塑艺术之一。采用粘土、麦秸、稻草、棉花、纸筋、河沙等为主要材料。在塑造完成，

阴干、打磨后，再上粉底，然后施彩绘。

3.2 骨架

彩塑内部起支撑作用的结构，以木骨架较常见。

3.3 胎体

彩塑内部基体，用以呈现彩塑大概形状、轮廓的实体，因制作材质不同，可分为泥胎、石胎、金属

胎、木胎、真身胎等。泥胎一般由掺有较长粗纤维（麦草、谷草、秸秆等）的粗糙泥质结构组成。

3.4 泥层

彩塑用于表现具体形态的泥土混合物，包括粗泥层和细泥层。

3.4.1 粗泥层

掺有较短粗纤维（麦草、麻、谷草、秸秆等）的粗制泥土混合物，通常与胎体紧密结合，并能表现

http://202.106.125.14:8000/Usp/nlc/?pid=refbook.entry&bi=m.20090727-m300-w001-015&ei=rt.m.20090727-m300-w001-015.001686&cult=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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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塑大概的形体特征。

3.4.2 细泥层

掺有较细纤维（麻、棉花、纸等）的细腻泥土混合物，一般位于粗泥层之上，用以塑造具体形象的

细部特征。

3.5 打底层

位于泥层之上，为实施彩绘做准备的结构层，作用类似于壁画的白底层。

3.6 彩绘层

位于彩塑表面，采用不同颜料绘制图案或结合妆金等工艺进行装饰而形成的层面。

3.7 彩塑结构

从里到外，通常由骨架、胎体、泥层、打底层、彩绘层等组成。

3.8 重绘

在彩塑同一位置上不同时期分别涂施的两层及两层以上的彩绘。

3.9 重塑

在原塑像上直接重新塑像。

3.10 胶结材料

添加于泥层中用于增加泥层强度，以及添加于彩绘层中用于增强颜料附着力的胶质材料。

3.11 结构失稳

主体结构或其所依存的环境产生的局部或整体不稳定现象。

3.12 开裂

受外力和自身结构影响，彩塑结构完整性遭到破坏而产生的压裂、拉裂、剪裂现象的总称。

3.13 倾斜

受地基或内在结构等因素的影响，彩塑本体或依附物整体或局部产生向一个方向倾倒变形的现象。

3.14 残断

彩塑由于受变形和断裂的影响，整体或局部产生残缺脱落的现象。

3.15 糟朽

彩塑受自然、外力等因素的影响，内部木制骨架物理强度降低而疏松腐烂的现象。

4 保护修复方案文本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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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概述

记述任务来源、立项过程、目的、意义、任务要求等方面的内容。

4.2 基本信息

4.2.1 记录彩塑名称、编号、时代、级别、尺寸、来源等基本信息，一物一表，格式可参考附录 A中

A.1彩塑基本信息记录表。

4.2.2 记录彩塑所处空间环境中的具体位置信息，可绘制彩塑平面位置分布示意图。

4.2.3 记录彩塑历史沿革方面的信息，格式可参考附录 A中 A.2历史沿革信息记录表。

4.2.4 记录彩塑保护修复历史方面的信息，包括重绘、重塑等，格式可参考附录 A中 A.3保护修复历

史信息记录表。

4.3 价值评估

包括下列几方面：

a)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描述或说明。

b)真实性、完整性描述或说明，包括历史沿革和保护修复历史情况。

c)说明拟保护彩塑在本地区文物研究中的作用，以及在同类别文物或同时代文物考古研究中的重要

性。

4.4 前期调查与研究

4.4.1 环境调查与评估

a) 调查彩塑所处地质环境、气候环境、水文环境方面的资料。

b) 调查彩塑所处保存环境及可能对彩塑产生不利影响的环境因素，如监测彩塑所处环境的温度、

湿度、降雨、地下水、光照、有害气体、风速风向等的变化，监测周期为至少连续一年，并对环境监测

数据进行相应处理。

c) 在对环境监测数据进行处理和分析的基础上，结合彩塑实际保存状况，评估彩塑保存环境中的

不利因素或潜在隐患。

4.4.2 病害调查与评估

a）调查彩塑结构及影响其稳定性的病害，要求对涉及结构失稳的病害，包括开裂、倾斜、残断、

糟朽等进行说明与统计，格式可参考附录 A中 A.4结构稳定性调查统计表。

b）除上述结构病害以外的其他病害，可参考WW/T 0001-2007进行分类统计，并估算其面积，格

式可参考附录 A中 A.5其他病害分布情况统计表。

c）绘制病害现状调查图，并配以彩塑正面、背面、侧面等不同角度的影像图片、病害现状照片等

图件，拍摄照片时应配色卡、比例尺。

d）结合彩塑病害类型，分析病害性质、危害程度及发展趋势，评估彩塑结构稳定性和安全性及其

对彩塑价值的影响。

4.4.3 制作材料及工艺分析

分析研究彩塑结构、制作材料及工艺。要求：

a) 对彩塑各结构层所采用的制作材料进行科学分析，并提供检测分析结果，格式可参考附录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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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B.1检测分析结果记录表。

b) 在彩塑制作材料定性分析的基础上，明确彩塑的制作工艺。

c) 结构复杂的彩塑应在调查和研究的基础上绘制结构图。

4.4.4 病害成因分析

根据彩塑保存环境及病害类型、特征等，分析病害形成的原因。

4.4.5 修复材料及工艺筛选

结合环境调查与评估、病害调查与评估、制作材料及工艺分析、病害成因分析等结果，对结构加固、

表面清理、胎体修补、泥层（彩绘层）加固、脱盐等具体修复措施所采用的修复材料及工艺进行实验研

究，分别进行实验室及现场保护试验、修复效果跟踪监测与评估，筛选出适宜的修复材料与工艺。

4.5 保护修复工作目标

根据彩塑保存环境及现存病害，从修复加固后彩塑的整体稳定性、环境协调性、价值体现性、保护

修复效果及特殊病害治理等方面提出工作目标。

4.6 保护修复原则

遵循不改变文物原状、真实性、完整性、最低限度干预、材料兼容、可再处理性等文物保护原则。

4.7 保护修复技术路线及工艺措施

4.7.1 根据前期调查与研究结果、保护工作目标，拟订技术路线。

4.7.2 针对不同类型的病害，拟定治理各类病害的具体工艺措施。

4.7.3 确定工艺流程，稳步进行实施。

4.8 档案资料管理

按照GB/T 30235—2013（《古代壁画保护修复档案规范》）的具体要求进行相关档案资料的收集与

整理。

4.9 施工安全措施

4.9.1 制定施工过程中文物的安全防护措施及应急预案，确保文物在施工过程中的安全性。

4.9.2 根据《2008年最新建筑工程安全生产国家强制性标准与现场施工人员安全技术操作规范实施手

册》，制定施工过程中有关人员的安全防护措施。

4.9.3 按照 GB/T 30236-2013古代壁画保护修复方案编制规范 3.7.3，GB 12268-2012及 GB12463-2009
中的有关规定，制定施工过程中危险品使用与运输安全防护措施。

4.10 风险评估

应科学研究在彩塑保护修复过程中可能遇见的风险问题，制定合理的风险回避措施及应急预案。并

说明在保护过程中可能存在的技术风险及应对措施。

4.11 工作量与进度安排

4.11.1 保护修复工作量的测算。

4.11.2 根据保护修复工作量及人员组成等条件，编制工期进度安排（年、月、星期、天均可）。

4.12 保护修复后的保存条件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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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保护修复后文物的保存环境条件和日常维护条件提出建议。

4.13 经费预算

4.13.1 按照彩塑修复实际支出编写经费科目。

4.13.2 严格按照《国家文物保护专项资金管理办法（2019）》等有关规定编制经费预算及预算说明。

4.14 方案委托及编制单位基本信息

按照附录 C 给出的格式，列表说明方案编制的基本信息。

5 保护修复方案文本格式

5.1 幅面尺寸

常规幅面尺寸一般为 A3，文字、图表可根据情况进行分栏，彩塑重要细部病害调查图，如手、脸

等艺术价值较高的细节可采用大图样。

5.2 封面格式

封面页一应遵照附录 D中图 D.1的格式，项目名称标题用方正公文黑体一号字；方案委托单位、

方案设计单位用宋体四号字；年、月、日、山西省文物局制用黑体四号字。封面页二应遵照附录 D中

图 D.2的格式，项目名称、文物管理单位、项目位置、法人代表、管理单位参与人员、编制单位、资质

等级、证书编号、法人、项目负责人、校对、设计方案主要参与人员用黑体四号字，内容填写为宋体四

号字；单位勘察资质证书与责任设计师资质证书位于内页右侧，制图章与责任设计师章盖在资质右上方。

5.3 文本格式

方案名称一律为黑体二号字，方案正文文本一律采用宋体小四号字。方案内容格式一般为三级标题，

方案一级标题采用 1、2、3等编号，宋体小三号粗体字；二级标题采用 1.1、1.2、1.3等编号，宋体四

号粗体字；三级标题采用 1.1.1、1.1.2、1.1.3等编号，宋体小四号字。标题置于行首，无缩进。行距为

固定值 26磅。目录采用两级标题。

可参照 GB/T 30236-2013 4.3规定进行。

5.4 图表格式

要求绘制或拍摄相关图件，图应有编号、图题，图题位于编号之后，二者均置于图下。采用段落居

中样式。图题字体为黑体五号字。

表格应有编号、表题，表题位于编号之后，二者均置于表上。采用段落居中样式。表题字体为黑体

五号字，表格内容的字体为宋体五号字。

5.5 电子文档

电子文档递交格式为 pdf、word等常用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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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资料性）

A.1 彩塑基本信息记录表

彩塑基本信息记录表见表 A.1.

表 A.1 彩塑基本信息记录表

名称编号 时代 尺寸

来源（保存地点）

保存环境

图件

（拟保护彩塑正面、侧

面、背面图片）

现状描述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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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历史沿革信息记录表

历史沿革信息记录表见表A.2.

表A.2历史沿革信息记录表

A.3 保护修复史信息记录表

保护修复史信息记录表见表A.3.

表 A.3 保护修复史信息记录表

年代 时期 来源 内容 现状 位置

例：金 金太和五年 碑刻 …塑大佛一尊 残缺 大殿门口西边第二通碑

…

序

号

名

称

编号 保护修

复时间

保护修复

部位

使用工艺方法

和材料

保护修复

人员

现状 备注

1
2
3
4
…



DBXX/ XXXXX—XXXX

8

A.4 结构稳定性调查统计表

表 A.4彩塑结构稳定性调查统计表，用于记录有关彩塑结构稳定性方面的病害、成因及发展趋势等因素。

表A.4 结构稳定性调查统计表

名称

编号
位置 病害 成因 病害发展趋势 是否需要干预

1
2
…

附图

A.5 其他病害分布情况统计表

表 A.5彩塑其他病害分布情况统计表，用于记录与统计调查过程中彩塑病害分布的范围和严重程度等实

际情况。

表 A.5 其他病害分布情况统计表

序

号

彩塑

位置
调查区域

病害

名称

病害

面积

所占区域

比例

分布特征/

病害描述

严重程

度/

紧急处

理程度

典型病害照片

1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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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资料性）

B.1检测分析结果记录表

表B.1 彩塑保护方案设计中，需对彩塑工艺制作材料等进行检测分析的，依照此标准表进行记录

（包含无损检测）。

表 B.1 检测分析结果记录表

样品名称 样品编号

样品来源

样品位置

样品数量 样品形貌

测试单位

检测人 联系方式

检测项目

主要检测仪器
名称

编号（型号）

测
试
参
数

检
测
结
论

（自行添加附件）

签发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负责人： 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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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规范性）

C.1 方案编制基本信息表

表 C.1 区别于内封页，主要对参与的编制单位、人员，目标、技术路线，以及风险分析等进行概述。

表 C.1 方案编制基本信息表

方案名称

主要编制单位

序号 单位名称

1

2

3

编制负责人

姓名 性别 □男□女 出生年月

学历（学位） □博士□硕士□学士□专科□其他

职称 □高级□中级□初级

联系电话 E-mail

方案审核人

姓名 性别 □男□女 出生年月

职称 □高级□中级□初级

学历（学位） □博士□硕士□学士□专科□其他

所在单位

方案主要编制人

员

姓名 职称 □高级□中级□初级

学历（学位） □博士□硕士□学士□专科□其他

所在单位

编制范围

姓名 职称 □高级□中级□初级

学历（学位） □博士□硕士□学士□专科□其他

所在单位

编制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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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 彩塑保护修复方案编制基本信息表（续）

主要目标

技术路线概述

方案计划进度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方案经费预算 总经费： 万元，申报财拨经费： 万元

风险分析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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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D

（规范性）

D.1山西彩塑保护修复方案封面

图D.1山西彩塑保护修复方案规范性封面样图

图 D.1 山西彩塑保护修复方案封面

D.2 山西彩塑保护修复方案内封面

图 D.2 山西彩塑保护修复方案规范性内封面样图

图 D.2 山西彩塑保护修复方案内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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