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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 GB/T 1.1-2009 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全国信息与文献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 /TC4）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陕西师范大学、陕西省档案馆。 

标准主要起草人：李玉虎、邢惠萍、胡道道、晁小练、单晓娟、周亚军。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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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我国档案保护行业普遍实施档案修复保护工程，修复的主要内容是对破损、脆弱、糟朽、酥粉、成

渣、污染的档案进行修裱以及去污、纸浆补洞等必须用水的工艺方法，修复过程中常常出现三种问题，

第一，档案中以水溶性染料印刷、印记、书写的字迹遇水严重洇化，损伤原貌甚至消失；第二，部分档

案上颜料字迹与墨书字迹遇水严重脱落，损伤原貌甚至消失；第三，部分糟朽档案纸张遇水湿强度丧失

殆尽，成为纸浆状，严重损毁，无法修复。 

国家档案局2013年9月13日通过鉴定的“修复过程中易损毁档案加固与原貌保持”科研成果，在修复

前对经检测证明发生上述现象的档案，用该科技成果涉及的三种加固剂进行加固，能完全防止修复过程

中水溶性染料字迹洇化，防止修复过程中部分颜料字迹与墨书脱落，防止糟朽档案纸张丧失湿强度而损

毁，确保修复后的档案保持原貌与真实历史信息。本标准以上述科研成果为基础而编制。 

本文件的发布机构提醒注意，声明符合文本时，可能涉及到第 6 章、第 7 章、第 8 章与书写档案染

料字迹保护剂（专利号 ZL201110178281.6）、红墨水字迹档案修裱过程防洇化保护方法（专利号

ZL201010586407.9）和 B-F600 双组份 FEVE 水性氟树脂在丝织及纸质文物字迹和绘画修复中的应用（专

利号 ZL201310044574.4）等相关专利的使用。 

本文件的发布机构对于该专利的真实性、有效性和范围无任何立场。 

该专利持有人已向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保证，他愿意同任何申请人在合理且无歧视的条款和条件下，

就专利授权许可进行谈判。该专利持有人的声明已在本文件发布机构备案，相关信息可以通过以下联系

方式获得： 

专利持有姓名：陕西师范大学 

地址：西安市长安区西长安街 620 号 

请注意除上述专利外，本文件的某些内容仍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

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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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复过程中易损毁类纸质档案加固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在档案修复过程中防止水溶性字迹洇化、防止脆弱颜料字迹与墨书字迹脱落、防止糟

朽纸张丧失湿强度而损毁的加固技术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 

——修复过程中档案水溶性染料字迹防洇化加固； 

——修复过程中脆弱颜料字迹与墨书字迹防脱落加固； 

——修复过程中糟朽档案加固，防止其遇水丧失湿强度成为纸浆状而损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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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94-2009 信息与文献 术语（ISO 5127：2001，MOD） 

GB/T 6682-2008 分析实验室用水国家标准（ISO 3696：1987，MOD） 

GB/T 17644-2008 纺织纤维白度色度试验方法 

GB/T 32004-2015 信息与文献 纸张上书写、打印和复印字迹的耐久和耐用性 要求与测试方法 

(ISO 11798：1999，MOD) 

DA/T 64.1-2007 纸质档案抢救与修复规范 第 1 部分：破损等级的划分 

QB/T 2860-2007 墨汁 

3  术语和定义 

GB/T 4894、GB/T 17644、GB/T 32004、DA/T 64.1、QB/T 2860-2007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

用于本标准。 

3.1  

    字迹 image 

以字符或其它视觉上可辨认的形式分布的颜料。 

[GB/T 32004-2015, 定义3.5] 

3.2 

印刷  printing 

用蘸油墨的活字、金属印版、木板、滚筒或油墨喷射器在一个表面压上印记。 

[GB/T 4894-2009 信息和文献工作基本术语 4.1.2.17] 

3.3  

印记  imprinting 

公章、图章、盖章或其他方式在纸张形成的可辨识的图像或符号。 

3.4  

书写  wri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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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纸张上一次一个字符或一个笔画生成字迹的过程，如：用铅笔或钢笔手写，或用打字机或笔式绘

图仪（笔绘仪）记录的过程。 

[GB/T 32004-2015, 术语和定义3.1] 

3.5 

水溶性字迹  water soluble image  

用在水中溶解的染料印刷、印记或书写的字迹或图像。 

3.6  

墨汁  prepared Chinese ink 

以松烟、桐油等植物的油烟及炭黑作为主要原材料，加适量的动物胶及适量的防腐剂或中药材等辅

料，根据不同规格按比例加水制作而成的适用于书法、绘画、拓印和艺术品着色的液态颜料。 

[QB/T 2860-2007 定义3.1] 

3.7 

墨书字迹  prepared Chinese ink image 

用墨汁书写或绘制的字迹或图像。 

3.8  

颜料字迹  pigment image 

以矿物颜料与胶料混合物书写书写或绘制的字迹或图像。 

3.9 

糟朽纸张  decayed paper  

因纸张纤维素严重降解而使纸张严重脆化、酥粉。 

3.10 

档案水溶性染料字迹遇水洇化  water soluble dye image diffusing in the presence of water 

档案水溶性染料字迹遇水溶解，形成水溶液，在纸张上沿水渗方向发生不规则渗化移动，使字迹模

糊、消失。 

3.11 

档案颜料字迹遇水脱落  pigment image falling off in the presence of water 

档案中部分脆弱颜料字迹，因其胶料老化降解或胶料含量低等原因，使字迹耐水性降低，修复过程

中颜料微颗粒遇水分散在水中，使字迹脱落、模糊、消失。 

3.12  

档案墨书字迹遇水脱落  prepared Chinese ink image falling off in the presence of water 

档案中部分墨迹，因墨汁中的胶料年久老化降解或胶料含量低等原因，使字迹耐水性能降低，修复

过程中墨迹中的炭黑微颗粒遇水分散在水中，使字迹脱落、模糊、消失。 

3.13  

档案水溶性染料字迹加固  reinforcement of water soluble dye image   

增强水溶性染料字迹的耐水性及字迹与纸张纤维之间的结合力，使其在修复过程中遇水不溶解，不

洇化。 

3.14 

档案颜料字迹加固  reinforcement of pigment image before mounting  

增强颜料字迹微颗粒与纸张纤维之间的结合力，使其在修复过程中遇水不脱落。 

3.15 

档案墨书字迹加固  reinforcement of prepared Chinese ink image  

增强字迹炭黑微颗粒与纸张纤维之间的结合力，使其在修复过程中遇水不脱落。 

3.16  

    纸张湿强度  wet tensile strength of 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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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张吸收一定的水份之后的抗张强度。 

3.17  

糟朽纸张加固  reinforcement of decayed paper 

增强糟朽纸张的湿强度，防止其在修复过程中遇水成为纸浆状而损毁。 

3.18 

色度  chromaticity 

用色度坐标值表示的颜色的二维定量值。 

[GB/T 17644-2008，术语和定义3.4] 

3.19 

白度  whiteness 

对白色物质表面白色程度的一维评价。 

[GB/T 17644-2008，术语和定义3.5] 

3.20 

纸张亲水性  hydrophilicity of paper 

纸张对水溶液的亲和能力，用接触角表示。 

4  档案加固原则 

纸质档案加固应遵循以下原则： 

4.1 加固后保持档案原貌与原始信息 

4.2 加固后档案字迹保持原始色度 

4.3 加固后档案纸张保持原始白度 

4.4 加固对档案纸张及字迹耐久性无不良影响 

4.5 加固后档案纸张保持亲水性，不影响修裱质量 

5  试剂和材料 

5.1 蒸馏水：达到国标 GB/T 6682-2008 中三级水的标准，pH 值在 6.5 ~7.5 之间，电导率 ≤ 0.5 mS/m。 

5.2 壳聚糖：脱乙酰度 80 %以上，粘度 50 mPa·s~800 mPa·s。 

5.3 磷钨酸：分析纯 

5.4 磷酸：分析纯 

5.5 丙酮：分析纯 

5.6 八水合氢氧化钡：分析纯 

5.7 乙基纤维素：乙氧基含量 48 %，粘度 22 mPa·s 

5.8 无水乙醇：分析纯 

5.9 ZB-F600 双组份水性氟树脂 

    F600 双组份水性氟树脂是由大连振邦氟涂料股份有限公司提供的产品的商品名。给出这一信息是

为了方便本标准的使用者，并不表示对该产品的认可。如果其他等效产品具有相同的效果，则可使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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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等效产品。 

6  档案水溶性染料字迹防洇化加固  

本部分规定了修复过程中遇水易洇化字迹的加固操作方法。 

6.1 字迹耐水性测试 

将湿润的滤纸轻按在字迹上，稍等片刻后拿起，观察滤纸与字迹接触部位，若有字迹染料被粘附下

来，说明该字迹不耐水，反之说明耐水。 

注：1.滤纸上的水分不应过多；2.按压时间不宜过长。 

检测为不耐水的字迹须按照以下方法进行加固。 

6.2 档案水溶性染料字迹加固剂的组成  

质量分数为 12.5 g/L 的壳聚糖水溶液。制备方法见附录 A.1。  

6.3 档案水溶性染料字迹加固工艺 

用脱脂棉蘸取少量 6.2 制备的水溶性染料字迹加固剂，挤压至不滴水半潮湿状态，按照从左到右的

顺序均匀涂在字迹表面，采用吹风机冷风吹干等方法使其快速干燥。 

6.4 对加固后档案实施修复 

    加固后的档案按照相关标准实施脱酸、修裱等修复。 

7  脆弱颜料字迹与墨书字迹加固 

本部分规定了修复过程中脆弱颜料字迹、墨书字迹加固操作方法。 

7.1 脆弱颜料字迹与墨书字迹耐水性测试 

同 6.1。检测为不耐水的字迹须按照以下方法进行加固。 

7.2 脆弱颜料字迹与墨书字迹加固剂组成 

体积分数为 9.0 % 的 ZB-F600 双组份水性氟树脂乙醇与水混合溶液。制备方法见附录 A.2。 

7.3 脆弱颜料字迹与墨书字迹加固工艺 

用毛笔或软毛刷蘸取少量 7.2 加固剂，涂刷在颜料与墨书字迹部位，自然干燥。 

7.4 对加固后档案实施修复 

加固后的档案按照相关标准实施去污、清洗、脱酸、修裱等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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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糟朽档案纸张加固 

本部分规定了修复过程中糟朽档案纸张的加固操作方法。 

8.1 糟朽档案加固剂的组成 

该加固剂由两部分组成。 

1 号溶液：8.0 g/L 磷钨酸和体积分数为 0.8 %磷酸的丙酮溶液。 

2 号溶液：50 g/L 八水合氢氧化钡和 4.4 g/L 乙基纤维素的甲醇溶液。 

制备方法见附录 A.3。  

8.2 糟朽档案加固工艺 

在糟朽档案上用脱脂棉均匀涂一遍 1 号溶液，自然干燥后，再均匀涂两遍 2 号溶液，自然干燥。 

注：在通风橱中进行。按照有机化学实验室安全标准操作规程执行。 

8.3 对加固后档案实施修复 

加固后的档案按照相关标准实施去污、清洗、脱酸、修裱等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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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加固剂的制备 

A.1 档案水溶性染料字迹加固剂的制备 

量取 1.7 ml 冰醋酸加入装有 400 毫升蒸馏水的烧杯中搅拌均匀，再加入 5.0 g 壳聚糖，室温下搅拌

溶解。                       

A.2 脆弱颜料字迹与墨书字迹加固剂的制备 

量取 70 ml ZB-F600 双组份水性氟树脂加入装有 350 ml 蒸馏水的烧杯中，室温下搅拌溶解后，再加

入 350 ml 无水乙醇，室温下搅拌至形成乳液。 

A.3 糟朽档案加固剂的制备 

A.3.1 1 号加固剂的制备 

称取 4.0 g 磷钨酸，量取 4 ml 磷酸，分别加入到装有 500 毫升丙酮的烧杯中，常温下搅拌溶解。  

A.3.2 2 号加固剂的制备 

称取 100 g 八水合氢氧化钡，8.8 g 乙基纤维素分别加入到装有 2000ml 甲醇的烧瓶中，安装回流装

置，用电热套在搅拌下加热回流 2-3 小时，至氢氧化钡和乙基纤维素完全溶解为止。 

注：操作在通风橱中进行，执行有机化学实验室安全标准操作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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