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项目名称

修复过程中易损毁档案加固技术

二、提名者及提名意见

提名者：国家档案局

提名意见：

我国国家重点档案相当部分处于濒危状态，国家实施国家重点

档案修复保护工程。该项目针对档案抢救修复中长期未获解决的瓶

颈性难题，完成的“修复过程中易损毁档案加固”成果，对国家重

点档案抢救修复具有重要推动作用。

针对档案修复过程中存在的“水溶性字迹洇化扩散、消失”、

“糟朽纸张浆化、完全损毁”等难题，研究发明了“壳聚糖加固剂”、

“微量沉淀加固剂”和精细实施工艺，能完全防止水溶性字迹洇化、

消失，完全防止糟朽纸张浆化。

针对档案修复过程中档案颜料、墨迹脱落，纸张断裂成渣等病

害，研究发明了“多功能水性氟预加固”、“古旧字画折条病治理”

等创新技术，能完全防止修复过程中颜料、墨迹脱落。

针对部分珍贵报纸、期刊酸化糟朽、成渣病害，研究发明了“纯

棉网常温加固与脱酸”精细工艺与修复设备，使珍贵报纸、期刊完

整修复。

该项目已在国家重点档案修复保护工程中整体应用，以其为主

要技术支撑，抢救修复了记载党在延安 13年光辉历程的革命历史档

案、日寇侵华罪证档案、孙中山先生手书“博爱”、孙总理建国方

略图、晚清洋务运动民族工业档案、西安事变等重大历史事件档案、

2008年5·12大地震损毁档案等50余项国家重点档案修复保护工程。

在全国 30个省、市、区和解放军、铁路、水利、公安、城建、勘测

等行业的 239 家档案馆（室）推广应用，产生良好的社会效益。

该项目整体、系统的解决了国家重点档案抢救修复保护工程的

主要问题，推动了工程的科学化实施，促进了档案保护行业科技进

步。

提名该项目为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

三、项目简介

我国国家重点档案相当部分处于濒危状态，国家部署实施国家



重点档案抢救修复工程。工程中存在直接影响档案原始信息存亡、

在国内外长期未获解决的瓶颈性难题，该项目经过 28年攻关研究和

实践探索，完成的“修复过程中易损毁档案加固技术”解决了上述

难题，在国家重点档案修复保护工程中整体应用，包括三项创新技

术。

创新技术 1：针对脆弱、破损、糟朽、酥解档案修复过程中存在

的水溶性字迹洇化扩散，永远消失，糟朽、酥解纸张浆化，完全损

毁的瓶颈性难题,研究了荷负电水溶性染料与质子化壳聚糖产生静

电吸附，形成不溶于水的凝聚体，并负载于纸张纤维上的机理。研

究了荷负电水溶性染料与微量磷钨酸钡共沉形成不溶于水的稳定耐

久色淀，同时对糟朽纸张降解纤维起到聚拢与粘附的机理。基于上

述机理研究，发明了壳聚糖与微量沉淀加固剂和精细工艺，能完全

防止修复过程中水溶性字迹洇化、纸张浆化，保持档案原始信息。

创新技术 2：针对修复过程中部分历史伟人题词、古代圣旨、家

谱上颜料墨迹严重脱落和收藏过程中因酸化导致纸张折条、断裂及

成渣的难题，研究了多功能水性氟官能团的亲水附着加固和耐候性

功能，能实现易脱落颜料与墨迹在纸张与绢本上的亲水固定。基于

此，发明水性氟加固乳液能完全防止修复过程中颜料与墨迹脱落。

从纸张老化性能稳定和受力平衡两个角度为切入点，研究发明了“暗

折条观察发现”、“软钢板平衡受力治理折条”、“修复过程中脱

酸”等三项创新技术环节，彻底治理了折条、断裂、成渣病害。

创新技术 3：针对记载晚清、民国重大历史事件的珍贵报纸、期

刊严重酸化糟朽、脆化、成渣，亟待抢救的难题，研究发明了纯棉

网常温加固与脱酸创新技术，设计开发了精细修复工艺设备。

上述创新成果在国家重点档案修复保护工程中整体系统应用，

以其为技术支撑，实施了记载党在延安 13年光辉历程的国家重点档

案，事关国家和民族核心利益的日寇侵华铁证档案，受到海峡两岸、

全球华人关注的孙中山手书“博爱”，孙中山、廖仲恺、戴季陶等

四人同幅共书：澹薄明志，宁静致远、天下之动，贞夫一者也，孙

总理建国方略图，中国工农红军报纸创刊号，晚清洋务运动民族工

业档案，西安事变等重大历史事件档案，民国时期水利工程档案，

2008年5·12大地震损毁档案等50余项国家重点档案修复保护工程。

该技术在国家级、全国 30个省、市、区以及新加坡等 239 家档案馆



（室）推广应用。获 10项国家发明授权专利，获得国家档案局优秀

科技成果一等奖。国家档案局于 1998 年 12 月 3 日和 2013 年 9月 13

日对上述成果进行鉴定，认为“创新性解决了档案文献修复过程中

的瓶颈性难题”、“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四、客观评价

1.国家档案局鉴定意见

2013 年 9 月 13 日，国家档案局对“修复过程中档案与古文献易

损原貌预加固与防损保护研究”项目进行了鉴定，鉴定意见认为：

① 课题组研制了微量沉淀加固剂、壳聚糖加固剂、水性氟加固

剂，通过预加固，有效预防了档案、古文献、古旧字画在修裱过程

中发生的字迹洇化扩散、颜料脱落等病害。通过对糟朽粘连、脆化

破损的丝织品、纸质档案文献的成功修复实践，创新性解决了档案

文献修复过程中的瓶颈性难题。

② 建立了一套完整的档案与古文献加固工艺体系，可操作性强，

实用价值高，应用广泛。

③ 课题研究技术路线科学合理，测试数据详实可靠，资料完整

齐全。

鉴定委员会同意该课题通过鉴定。建议进一步完善操作规范，

尽快推广应用。

2013 年 9 月 13 日，国家档案局对“酸化糟朽纸质档案与古文献

纯棉丝网常温加固脱酸关键技术研究”项目进行鉴定，鉴定意见为：

① 课题组根据抢救酸化、糟朽档案与古文献的需求，研究了纯

棉丝网常温加固与脱酸整套材料、工具和工艺，并应用于酸化、糟

朽档案与古文献的抢救修复，使粘结、脱酸、展平在常温下一次完

成，拓展了丝网加固材料的选材范围，改善了丝网加固工艺，为酸

化、糟朽档案与古文献抢救修复提供了一种创新技术。

② 该技术应用于档案与古文献加固，保证了档案与古文献的字

迹清晰，可逆性良好，具有广泛的推广应用前景。

③ 该课题研究技术路线与整体构思科学合理，测试数据详实可

靠，资料齐全完整。

鉴定委员会同意该课题通过鉴定。建议课题组跟踪观察抢救修

复效果，扩大该技术成果的推广力度。



1998 年，国家档案局邀请中国科学院院士高鸿，中国工程院院

士邹竞等七位专家组成鉴定委员会，对“圆珠笔、复写纸字迹的固

色”项目进行了鉴定，鉴定意见如下：

课题组根据档案中各种圆珠笔、复写纸字迹大量发生褪色、扩

散的现象，研制了既可对各种圆珠笔、复写纸字迹进行固色又对纸

基具有脱酸功能的 FWP 固色剂，研究方向正确。

该课题分析了圆珠笔、复写纸字迹发生扩散褪色的原因与机理，

用大分子杂多酸和碱土金属氢氧化物与圆珠笔复写纸染料共沉，同

时在纸张纤维中沉积碱土金属的杂多酸盐与碳酸盐，防止字迹褪色、

扩散，明显地提高了字迹耐久性，及增强了纸张的耐老化性。

鉴定委员会认为，该项目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在文物档案部

门具有推广应用的前景，并将产生显著的社会效益和一定的经济效

益。

2.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档案理事会评价

2016 年 5 月，国际档案理事会“世界记忆项目组”以该系列技

术为主要支撑，在西安召开“亚太地区档案保护研讨会”，本项目

主持人在会上做主题演讲，系统介绍了本项目研究成果。

3.科技查新结果

科技查新结果显示“修复过程中易损毁档案加固”项目发明的

“壳聚糖加固剂”、“微量沉淀加固剂”能对脆弱、破损、酥解档

案进行了亲水加固，解决了水溶性字迹防洇化、糟朽纸张浆化等长

期未获解决的瓶颈性难题，未见到国内外有相同或类似的报道，国

外有关研究机构使用聚甲基丙烯酸甲酚、乙基纤维素等具有憎水性

能的高分子材料对档案进行封护保护，未能防止修复过程中水溶性

字迹洇化，由于使纸张严重憎水，严重影响修复质量。

“酸化糟朽双面纸有字档案纯棉网常温加固与脱酸”采用纯棉

网对酸化糟朽报纸、期刊进行常温加固，配套了脱酸整套材料工具

精细工艺，使黏结、脱酸、展平在常温下一次成型、一次定型。未

见到国内外有相同或类似的报道，欧洲纸张保护专家使用塑料薄膜

对酸化、糟朽、破损纸张进行修复封护，但由于老化纸张释放包括

醋酸气体在内的复杂气体，塑料薄膜封护使其挥发不出有可能导致

更严重的老化。

4.科技奖励



该项目获得 2014 年度国家档案局优秀科技成果一等奖。

五、推广应用情况

该技术已在国家重点档案修复工程中系统应用。该项目属于社

会公益类项目，通过对相关单位进行技术培训，实现在全国 30个省、

市、区以及新加坡国家档案馆和解放军、公安、工程建设、勘察、

油田等系统的 239 家档案馆（室）推广应用，产生显著社会效益。

以其为主要技术支撑，完成了 50余项国家重点档案修复保护工程。

应用情况如下：

1. 革命历史档案修复保护工程

（1）延安革命纪念馆藏延安时期革命历史档案

延安革命纪念馆应用该系列技术修复革命历史档案已有 13年。

该馆馆藏党在延安 13年光辉历程的珍贵革命历史档案，有毛泽东、

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我党领袖签名、阅读过的马列著作与历

史书籍；有党中央组织掀起延安大生产运动之前所做的民意调查《固

临调查》；有彭德怀元帅使用过的反映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形势的

独件地图；有工农苏维埃时期的货币、邮票；有反映抗日战争、解

放战争过程中延安以及国际、国内重大历史事件、理论研究、文艺

动态的《边区群众报》、《新中华报》等珍贵文献。这些档案发生

酸化、糟朽、皱褶、破损、污染、霉变，相当部分文件用红墨水、

圆珠笔、复写纸书写、标注或印制。

（2）西安事变期间《西北文化日报》、《解放日报》

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纪念馆收藏一批反映“西安事变”这一重大

历史事件的《西北文化日报》、《解放日报》，酸化糟朽，一触即

碎，相当部分报纸上有阅读者用红墨水、圆珠笔蓝墨水所做的标记。

（3）中国工农红军报纸“浪花”创刊号

福建省古田会议纪念馆藏红四军发行第一份报纸——“浪花”

创刊号，也是中国工农红军、中国人民解放军报纸的创刊号，发现

于上杭县一间观音庙墙上，该报纸糟朽、污染，濒临自毁。

（4）傅健行烈士遗书

傅健行烈士抗日战争期间参加东北义勇军，解放战争期间从事

党的情报工作，屡立战功。在山东工作期间身份暴露却坚贞不屈，



英勇就义前给妻子写了遗书，几经辗转后被济南市档案馆收藏。该

遗书纸张酸化，用盐基青莲染料书写，很易褪色，处于濒危状态。

（5）我党严明法纪，处决黄克功档案

陕西省延安市中级人民法院藏我党严明法纪，处决黄克功档案，

发生严重皱褶、破损，其上枪决指令为红墨水染料，极易洇化。

2. 日本侵华罪证与日本明治年间汉译地图档案修复保护工程

（1）延安革命纪念馆藏抗日战争期间八路军为日本俘虏开办日

本工农学校中，日本俘虏写的学习日记。其中记述了他们惨绝人寰

的罪行，是日寇侵华的铁证。该批档案现存延安革命纪念馆。其纸

张酸化、糟朽，字迹用圆珠笔书写。

（2）日寇制造“济南惨案”罪证——济南惨史

济南市档案馆藏“济南惨史”史料真实全面反映了1928年5月，

日寇在济南制造灭绝人性的“济南惨案”全过程。其中的 160 余幅

图片记录了日寇入侵济南火车站，在马路边刀劈男童、枪杀同胞、

残杀外交特派员蔡公时等烈士及日军侵占济南后发布的厚颜无耻的

布告等。《济南惨史》是由当时遇难者家属们自发组织编辑的，是

日寇侵华罪行的有力证据。1937 年抗日战争爆发，日军在济南大规

模搜查销毁，现存世极少。该批史料档案纸张酸化、糟朽，相当部

分用红墨水标记，处于濒危状态。

（3）秦皇岛市档案局收藏的日寇侵华档案，主要包括北支那宪

兵队、华北宪兵队、山海关宪兵队、山海关日本守备机构等档案，

记录了日寇侵华史实，对于研究日寇暴行具有重要价值。该批档案

发生了糟朽、酥解、脆化、皱褶、破损、字迹扩散等病害。

（4）日本明治年间印制的“汉译世界大地图”，发生卷曲、断

裂，许多线条用水溶性染料印刷。

3.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民国特藏档案

孙中山先生手书“博爱”、“应为鬼雄”；孙中山、胡汉民、

廖仲恺、戴季陶等四人同幅共书：澹薄明志，宁静致远、天下之动，

贞夫一者也等；孙总理建国方略图；胡汉民手稿等特藏民国档案，

发生严重折条、断裂、成渣，墨迹遇水极易脱落。

4.清代与民国档案修复保护工程



（1）晚清洋务运动时期创建东亚规模最大的钢铁联合企业——

汉冶萍公司档案

湖北省档案馆藏汉冶萍档案，真实记录了晚清张之洞、盛宣怀

等重臣实施洋务运动、创建东亚最大钢铁联合企业（汉阳钢铁厂、

大冶铁矿、萍乡煤矿）的演变过程，是我国民族工业艰辛起步的真

实写照。文件格式、公司名称、起草人、审核人、签发人等重要原

始信息全部用水溶性红墨水印制，相当部分档案字迹用铁盐墨水书

写，纸张糟朽、笔划脱落。

（2）杨虎城主政陕西期间，著名水利专家李仪祉兴修陕西关中

水利档案

陕西省档案馆藏民国时期 50多个全宗，均为国家重点档案。如

著名爱国将领杨虎城主政陕西期间，由著名水利专家李仪祉主持设

计，兴修陕西关中水利工程档案，大多数纸张脆弱。文件格式、机

构名称、起草人、审核人、签发人等重要原始信息用红墨水等水溶

性染料印制。

（3）西安交通大学档案馆藏“南洋公学”交通大学档案

西安交通大学档案馆藏晚清、民国时期南洋公学、交通大学档

案，真实记录了中国高等教育，特别是著名高校发展变迁历程。严

重酸化、脆化、糟朽，部分档案文件格式以红墨水印制或书写，遇

水易洇化。

（4）民国时期著名实业家张子宜创办西安儿童福利院档案

西安市档案馆征集民国期间西安儿童福利院档案，真实记录了

同盟会会员、著名爱国实业家、慈善家张子宜自 1919 年起，历经关

中大旱、抗日战争等艰苦时期，收养贫寒儿童，培养人才的事迹。

该批档案多数破损、脆弱，用红墨水印制、书写了档案形成机构、

起草者、审核者、签发者职务等原始信息。

（5）秦皇岛市档案局馆藏秦皇岛耀华玻璃档案

秦皇岛市档案局馆藏耀华历史档案 100 余卷，真实记录了秦皇

岛耀华玻璃厂自 1921 年筹办，至建国前所经历的中比合办、中日合

办、官商合办三个历史时期的发展状况，是秦皇岛这座城市成长记

忆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近现代工业尤其是玻璃工业发展的珍

贵史料。其中有耀华股票、耀华产品传单、账册、民国时期地图、

创办人周学熙家族档案等珍贵史料。



馆藏清代、民国地契档案 10卷 128 件。地契档案时间跨度大。

从乾隆十七年到民国三十七年；形式完整、红契、白契俱全；内容

丰富，有房契、地契、卖房身地契、借房地产合同、分家家产契等。

年代久远、最早距今 260 多年。

上述档案纸张糟朽、脆化，其上的红墨水印章极易洇化。

4. 建国后国家重点档案抢救修复工程

（1）2008 年 5·12 特大地震损毁档案

2008年5月12日，我国发生了以四川省汶川为中心的特大地震，

四川省北川县档案馆整体倒塌，档案严重损毁，国家档案局将其确

定为国家重点档案修复保护工程，其纸张严重糟朽，相当部分字迹

以盐基品蓝、盐基青莲等染料书写。

（2）建国初期西安地籍图

西安市城建档案馆、高陵县档案馆藏建国初期西安、高陵地籍

图，是处理土地产权、归属的重要依据，查阅率很高。纸张酸化、

糟朽、脱落，多以红墨水标注。

5. 其他档案修复保护工程

（1）宗教档案

铜川市耀州区神德寺塔 4层塔洞出土唐至五代时期 225 件珍贵

千年佛经，被雨水、尘土、鸟粪严重粘结，纸张糟朽，其墨迹在修

复过程中遇水易脱落。

（2）宫廷档案

河南省档案馆、咸阳博物馆、安康历史博物馆、大荔县、洛南

县、眉县博物馆藏明清两代五彩圣旨、诰命，均发生糟朽、污染、

霉变，部分颜料、墨迹在修复时很易脱落。

（3）家谱档案

河南省档案馆征集编写于清代的黄氏家谱中的文字墨迹与画像

酸化、断裂、破损，部分颜料与文字墨迹易脱落。

（4）地契档案

河南省档案馆馆藏光绪年间地契档案，上有红色印章。修裱过

程中，印章遇水发生洇化现象，破坏档案原貌。

（5）书法、绘画档案



西安博物院、咸阳博物馆、安康博物馆、大荔县博物馆、洛川

县博物馆、洛南县博物馆、三原县博物馆、眉县博物馆、耀州区博

物馆等单位藏明清董其昌、方季子、林则徐、王杰、康有为等人书

法，蓝瑛、黄公望、闵真等人画作，韩城普照寺、大禹庙元代建筑

藻井画等，均发生严重酸化、糟朽，其上的颜料、墨迹在修复过程

中遇水很易脱落。

以该项目研究的系列创新技术为支撑，对上述国家重点档案实

施了修复保护，保持原貌，避免了字迹洇化、脱落现象。典型应用

证明见下表所示。

主要应用单位情况表

应用单位名

称
应用技术

应用的起

止日期

应用单位联系人

/电话
应用情况

延安革命纪

念馆

该项目涉

及的 10项
专利技术

2000.04-
至今

任红/
0911-8213666

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林伯渠

等我党领袖签名、阅读过的书籍；

彭德怀元帅使用过的独件军事地

图；怀安诗社诗稿；边区群众报、

新中华报；日寇侵华罪证：我军创

办日本工农学校学员日记。

中国第二历

史档案馆
同上

2012.05-
至今

郑国斌/
025-84665958

孙中山先生手书“博爱”、“应为

雄鬼”；孙中山、胡汉民、廖仲恺、

戴季陶 4人同幅共书；孙总理建国

方略图；胡汉民手稿档案。

八路军西安

办事处纪念

馆

同上
2001.03-
2001.11

李一红/
029-87214661

西安事变期间西北文化日报、解放

日报。

济南市档案

馆
同上

2015.09-
2015.12

裴良/
0531-66609382

日寇侵华罪证档案：“济南惨案”

史料档案；傅健行烈士遗书。

秦皇岛市档

案馆
同上

2015.01-2
017.12

郝杰/
0335-3220703

日寇侵华罪证档案：北支那宪兵

队、华北宪兵队、山海关宪兵队、

山海关日本守备机构、日本山海关

领事馆档案

延安市中级

人民法院
同上

2016.09-2
016.10

罗致/
0911-2111716

我党严明法纪，处决黄克功档案。

古田会议纪

念馆
同上

2014.05-
至今

胡灿科/
0597-3641143

中国工农红军报纸“浪花”创刊

号。

湖北省档案

馆
同上

2009.05-
至今

童雁/
027-87710421

晚清张之洞、盛宣怀等重臣实施洋

务运动，创建东亚最大钢铁联合企

业汉冶萍公司档案，是我国民族工

业艰辛起步的真实写照。



四川省档案

科学技术研

究所

同上
2012.03-
至今

袁可/
028-87675708

2008 年 5·12 大地震损毁档案。

西安交通大

学
同上

2009.09-
至今

张小娅/
029-82668843

晚清南洋公学、民国交通大学档

案。

河南省档案

局
同上

2013.03-
至今

李宝玲/
0371- 65904708

清康熙年间五彩圣旨、清代地契、

明黄氏家族家谱等档案；民国政权

档案。

陕西省档案

馆
同上

2002.06-
至今

王康生/
029-89230808

民国时期 50 个全宗档案；杨虎城

主政陕西期间李仪祉主持兴修泾

惠渠等关中水利工程档案。

西安市档案

馆
同上

2010.09-
2011.12

黄海绒/
029-86287120

民国著名爱国实业家、慈善家张子

宜历经关中大旱、西安围城、抗日

战争等艰苦时期创办西安儿童福

利院档案。

耀州区博物

馆
同上

2011.11-
2013.11

王建/
0919-6281201

耀州神德寺塔出土五代时期千年

佛经（宗教档案）。

眉县博物馆 同上
2011.03-
2013.10

王剑/
0917-5549975

清代圣旨（宫廷档案）；日本明治

年间汉译世界大地图（地图档案）。

239 家应用单位名单如下：

1. 新加坡国家档案馆

2. 大庆油田档案馆

3. 大庆市档案局

4. 天津市档案局

5. 天津市北辰区档案局

6. 天津市河北区档案局

7. 天津市河北区园林局

8. 新疆自治区档案局

9. 新疆乌鲁木齐市档案局

10. 新疆喀什地区档案局

11. 新疆喀什岳普湖县档案局

12. 新疆喀什叶诚县档案局

13. 新疆油田公司档案馆

14. 新疆克拉玛依油田公司档案馆

15. 新疆鄯善土哈油田档案馆

16. 新疆哈密石油基地档案馆

17. 新疆独山子石化公司档案馆

18. 甘肃省档案局

19. 兰州市城建档案馆

20. 甘肃省陇西县档案局

21. 甘肃省定西县档案局

22. 甘肃省西和县档案局

23. 甘肃省粮食局档案室

24. 甘肃省白银市档案局

25. 甘肃省临夏州档案局

26. 甘肃省甘南州档案局



27. 兰州市自来水公司

28. 酒泉钢铁公司

29. 吉林省档案局

30. 吉林省社科院档案室

31. 吉林省延边州档案局

32. 河南省档案局

33. 郑州市档案局

34. 河南省鹤壁市广电局

35. 河南省鹤壁市城建档案馆

36. 河南省漯河市档案局

37. 中原油田档案馆

38. 中央档案馆

39. 解放军档案馆

40. 解放军 57319 部队

41. 北京市档案局

42. 北京武警总队档案馆

43. 北京中国地质大学档案馆

44. 南京政治学院档案馆

45. 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

46.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47. 武夷山市档案局

48. 陕西省档案局

49. 西安市档案局

50. 陕西省武警总队档案馆

51. 西安交通大学档案馆

52. 西安市城建档案馆

53. 陕西省榆林市档案局

54. 陕西省榆林市榆阳区档案局

55. 陕西省汉中市档案局

56. 陕西省宝鸡市档案局

57. 陕西省三原县档案局

58. 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档案局

59. 陕西省西安市临潼区档案

60. 陕西省宝鸡市渭滨区档案局

61. 陕西省宝鸡市金台区档案局

62. 陕西省商南县档案局

63. 陕西省大荔县档案局

64. 陕西省神木县大柳塔煤矿

65. 神华集团神府精煤公司

66. 陕西省韩城电厂档案室

67. 陕西省凤翔县档案局

68. 陕西省洋县档案局

69. 陕西省渭南市档案局

70. 陕西省府谷县档案局

71. 陕西省米脂县档案局

72. 西安市碑林区档案局

73. 西安市雁塔区档案局

74. 陕西韩城煤矿

75. 兵器工业二 O二所档案馆

76. 海关总署档案馆

77. 常德市档案局

78. 江西省档案局

79. 江西省上饶地区档案局

80. 江西省新余市档案

81. 江西省财政厅

82. 江西丰城电厂

83. 内蒙古自治区档案局

84. 呼和浩特市档案局

85. 黑龙江省档案局

86. 黑龙江省双鸭山市档案局

87. 黑龙江省黑河市档案局

88. 黑龙江省鸡西市档案局

89. 黑龙江省尚志市档案局

90. 黑龙江省革命历史博物馆

91. 哈尔滨市档案局

92. 江苏省档案局

93. 南京市档案局

94. 南京军区档案馆



95. 徐州市档案局

96. 徐州市港务局

97. 徐州市博物馆

98. 常州市档案局

99. 南通市档案局

100.苏州市档案局

101.无锡市档案局

102.江苏省新沂市档案局

103.江苏省仪征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104.江苏省东海县档案局

105.江苏省镇江市供电局

106.苏州大学档案馆

107.江苏省武进市档案局

108.江苏省南通市供电局

109.中国矿业大学档案馆

110.徐州农垦总公司

111.徐州市港务局

112.青岛市第五人民医院

113.连云港市公安局

114.宁夏自治区档案局

115.宁夏青铜峡水电站

116.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117.成都市档案局

118.四川省成都市双流国际机场档

案室

119.四川省泸州市档案局

120.攀枝花市档案局

121.四川省肿瘤医院档案室

122.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十研究所

123.四川五粮液酒厂档案馆

124.四川剑南春酒厂档案馆

125.四川绵阳 63839 部队

126.四川绵阳 89935 部队

127.四川泸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128.重庆市档案局

129.重庆市南岸区档案局

130.重庆市渝中区档案局

131.涪陵市城建档案局

132.成都前锋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133.辽宁省锦州市档案局

134.辽宁省辽阳市档案局

135.辽宁省鞍山市档案局

136.辽宁省鞍山市财政局

137.辽宁省鞍山市铁东区档案局

138.辽宁省铁岭市城建档案馆

139.辽宁省锦州市档案局

140.辽宁省辽阳市城建档案馆

141.大连市海事大学档案馆

142.大连大学档案馆

143.大连市教育学院

144.秦皇岛市档案局

145.武警河北总队

146.浙江省舟山市档案局

147.浙江省义乌市档案局

148.浙江省平阳县档案局

149.南通市供电局

150.邮电部档案

151.云南省档案局

152.昆明市档案局

153.云南省人民检察院

154.云南省大理州检察院

155.云南省昭通市检察院

156.云南省保山市检察院

157.云南省怒江州档案局

158.云南省德宏州档案局

159.云南省玉溪地区档案局

160.河北省石家庄市档案局

161.郑州市档案局



162.河南省档案局

163.河南省滦川县档案局

164.河南省石油化工总厂

165.洛阳市档案局

166.三门峡市档案局

167.中原油田档案馆

168.河南省涉县档案局

169.河南省鹤壁市城建档案馆

170.河南省鹤壁煤业集团公司档案

馆

171.河南省鸭河口发电有限公司

172.广西自治区档案局

173.广西区百色市档案局

174.广西电力设计院

175.贵州省档案局

176.广东省档案局

177.广州市档案局

178.深圳市档案局

179.广东省湛江市档案局

180.广东省湛江市房地局

181.广东省湛江市遂溪县档案局

182.广东省开平市档案局

183.广东省珠海市档案局

184.山西省人民银行

185.安徽芜湖卷烟厂档案馆

186.安徽省阜阳市档案局

187.山东省档案局

188.济南市档案局

189.山东省莱芜市档案局

190.山东淄博市档案局

191.湖北省档案局

192.湖北省桥梁科学研究院

193.湖北省鄂州电厂档案室

194.湖北省老河口市档案局

195.湖北省襄樊发电有限公司

196.武汉市档案局

197.葛州坝水力发电厂

198.湘潭电厂

199.李家峡水电站

200.福建省福州市档案局

201.福建省闽清县档案局

202.福建省泉州市档案局

203.青海龙羊峡水电四局

204.李家峡水电四局档案馆

205.李家峡陕工局指挥部

206.西宁高青物资机电有限公司

207.中科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

208.银川市供电局

209.长庆油田档案馆

210.上海市档案局

211.湖南省电力勘测设计院

212.交通部第一勘察设计院

213.太原市档案局

214.贵州省档案局

215.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档案局

216.拉萨市档案局

217.四川省档案科学技术研究所

218.山西乡宁县档案馆

219.陕西省延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220.石家庄市档案局

221.北京致元宬文献修复公司

222.南宁伟嘉图档案管理有限公司

223.湖北省竹帛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224.山西省霍州市档案馆

225.山西省定襄县档案局

226.青铜峡市档案局

227.咸阳博物馆

228.西安博物院



229.洛南县博物馆

230.洛川县博物馆

231.眉县文化馆

232.白水县文物管理委员会

233.耀州区博物馆

234.安康博物馆

235.大荔县博物馆

236.陕西历史博物馆

237.韩城市大禹庙文物管理所

238.韩城市普照寺文物管理所

239.平利县博物馆

六、主要知识产权证明目录

知识

产权

类别

知识产权具体

名称

国家

（地

区）

授权号
授权

日期

证书

编号
权利人 发明人

发明专

利有效

状态

发明

专利

书写档案染料

字迹保护剂
中国

ZL201110
178281.6

2012.12.19 1104325
陕西师

范大学

李玉虎;
杨娟

有效

发明

专利

红墨水字迹档

案修裱过程防

洇化保护方法

中国
ZL201010
586407.9

2012.03.14 919629
陕西师

范大学

李玉虎；

宗岚；

王文军

有效

发明

专利

Z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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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
ZL201310
044574.4

2014.08.13 1462486
陕西师

范大学

李玉虎；

梅红哲；

汪娟丽

有效

发明

专利

一种用于脆弱

纸张的棉纤维

丝网加固方法

中国
ZL201310
393776.X

2014.07.09 1437749
陕西师

范大学

李玉虎；

刘姣姣；

曹静

有效

发明

专利

一种环保、低

成本棉纤维丝

网加固脆弱纸

张的方法

中国
ZL201410
174645.7

2016.05.04 2052723
陕西师

范大学

李玉虎；

刘姣姣；

曹静

有效

实用

新型

一种用于纸张

丝网加固的展

平固定台

中国
ZL201320
542680.0

2014.06.04 3603185
陕西师

范大学

李玉虎；

刘姣姣；

曹静

有效

发明

专利

一种用于圆珠

笔和复写纸字

迹的加固液及

加固方法

中国
ZL201510
144963.3

2015.12.30 1885726

陕西师

范大

学；陕

西省档

案馆

李玉虎;
罗雨佳;
单晓娟;
胡道道

有效

发明

专利

古旧字画折条

病的治理修复

方法

中国
ZL201410
129447.9

2016.11.02 2285555
陕西师

范大学

尚小临；

吕云；李

玉虎

有效

发明 一种古旧绘画 中国 ZL201310 2014.12.24 1550496 陕西师 李玉虎； 有效

http://www.soopat.com/Home/Result?SearchWord=FMR:(%E5%B0%9A%E5%B0%8F%E4%B8%B4)
http://www.soopat.com/Home/Result?SearchWord=FMR:(%E5%90%95%E4%BA%91)
http://www.soopat.com/Home/Result?SearchWord=FMR:(%E6%9D%8E%E7%8E%89%E8%99%8E)
http://www.soopat.com/Home/Result?SearchWord=FMR:(%E6%9D%8E%E7%8E%89%E8%99%8E)


专利 返铅去除方法 671206.2 范大学 曹静；周

婷；刘姣

姣

发明

专利

一种纸质佛经

酥粉颜料层的

修复液及修复

方法

中国
ZL201610
488343.6

2017.05.17 2487632
陕西师

范大学

李玉虎；

贾智慧；

周婷

有效

七、主要完成人情况

第一完成人

姓名 李玉虎 性别 男

行政职务
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教育

部工程研究中心主任
技术职称 教授

工作单位 陕西师范大学 完成单位 陕西师范大学

对本项目技

术创造性贡

献

项目总负责人。负责项目的总体研究方案设计，指导和研制了相关保护

修复材料及工艺，并在档案保护工程中进行了推广应用。投入该项技术

研究工作占本人工作量的 80%以上。

第二完成人

姓名 单晓娟 性别 女

行政职务
陕西省档案保护科学研

究所调研员
技术职称 副研究馆员

工作单位 陕西省档案馆 完成单位 陕西省档案馆

对本项目技

术创造性贡

献

负责项目中研究成果在档案修复中的实践与推广应用，投入该项技术研

究工作占本人工作量的 80%以上。

第三完成人

姓名 邢惠萍 性别 女

行政职务 无 技术职称 副教授

工作单位 陕西师范大学 完成单位 陕西师范大学

对本项目技

术创造性贡

献

负责水溶性字迹洇化机理与防洇化方法研究，投入该项技术研究工作占

本人工作量的 80%以上。

第四完成人

姓名 胡道道 性别 男

行政职务 无 技术职称 教授

工作单位 陕西师范大学 完成单位 陕西师范大学

对本项目技

术创造性贡

献

负责档案修复中字迹、颜料洇化、脱落机理研究，投入该项技术研究工

作占本人工作量的 50%以上。

第五完成人 姓名 刘姣姣 性别 女

http://www.soopat.com/Home/Result?SearchWord=FMR:(%E6%9B%B9%E9%9D%99)
http://www.soopat.com/Home/Result?SearchWord=FMR:(%E5%91%A8%E5%A9%B7)
http://www.soopat.com/Home/Result?SearchWord=FMR:(%E5%91%A8%E5%A9%B7)
http://www.soopat.com/Home/Result?SearchWord=FMR:(%E5%88%98%E5%A7%A3%E5%A7%A3)
http://www.soopat.com/Home/Result?SearchWord=FMR:(%E5%88%98%E5%A7%A3%E5%A7%A3)


行政职务 无 技术职称 无

工作单位 陕西师范大学 完成单位 陕西师范大学

对本项目技

术创造性贡

献

负责酸化槽朽双面纸有字档案纯棉丝网加固与脱酸加固研究，投入该项

技术研究工作占本人工作量的 90%以上。

第六完成人

姓名 尚小临 性别 男

行政职务 无 技术职称 馆员

工作单位 陕西师范大学 完成单位 陕西师范大学

对本项目技

术创造性贡

献

古旧字画折条病治理研究，投入该项技术研究工作占本人工作量的 90%

以上。

第七完成人

姓名 贾智慧 性别 女

行政职务 无 技术职称 无

工作单位 陕西师范大学 完成单位 陕西师范大学

对本项目技

术创造性贡

献

负责圣旨、佛经、书法修复过程中易脱落颜料、墨迹加固材料研究，投

入该项技术研究工作占本人工作量的 60%以上。

第八完成人

姓名 汪娟丽 性别 女

行政职务 无 技术职称 助理研究员

工作单位 陕西师范大学 完成单位 陕西师范大学

对本项目技

术创造性贡

献

负责圣旨、佛经、书法修复过程中易脱落颜料、墨迹加固工艺研究，投

入该项技术研究工作占本人工作量的 60%以上。

第九完成人

姓名 曹静 性别 女

行政职务 无 技术职称 助理研究员

工作单位 陕西师范大学 完成单位 陕西师范大学

对本项目技

术创造性贡

献

负责古旧字画返铅研究，投入该项技术研究工作占本人工作量的 60%以

上。

第十完成人

姓名 杨娟 性别 女

行政职务 无 技术职称 馆员

工作单位 四川博物院 完成单位 陕西师范大学



对本项目技

术创造性贡

献

负责脆弱、破损档案红墨水字迹修裱过程中的防洇化加固研究，投入该

项技术研究工作占本人工作量的 90%以上。

八、主要完成单位及创新推广贡献

本项目主要由陕西师范大学和陕西省档案馆长期合作完成。

陕西师范大学主要负责档案修复过程中各类字迹、颜料发生扩散、脱

落的成因分析，在此基础上研究了脆弱、破损档案红墨水等水溶性字迹修

复过程中防洇化材料与技术；糟朽、酸解档案红墨水等水溶性字迹揭裱过

程中防洇化与增韧加固技术；圣旨、佛经、书画修复过程中易脱落颜料、

墨迹加固材料；古旧字画修复保护研究；酸化糟朽的双面纸有字档案纯棉

丝网加固与脱酸技术及档案圆珠笔、复写纸字迹固色剂，并通过模拟实验，

加速老化试验，对上述材料、试剂的性能进行了系统评价与测试。

陕西省档案馆负责本项目中所研制试剂与材料在档案修复实践过程

的工艺研究与设计，在陕西省档案馆的档案修复过程中进行实际应用，并

在全国各档案馆推广应用。

九、完成人合作关系说明

该项目中包含的主要创新点均由本项目主要完成人完成。

国家档案局鉴定通过的“修复过程中档案与古文献易损原貌预加固与

防损保护研究”项目由李玉虎、胡道道、单晓娟、邢惠萍、汪涓丽、杨娟、

曹静等合作完成。

国家档案局鉴定通过的“酸化、糟朽纸质档案与古文献纯棉丝网常温

加固脱酸关键技术研究”项目由李玉虎、刘姣姣、单晓娟等合作完成。

国家档案局鉴定通过的“圆珠笔、复写纸字迹的固色”项目由李玉虎、

单晓娟等合作完成。

李玉虎、杨娟合作完成了“书写档案染料字迹保护剂”专利的申请；

李玉虎等合作完成了“红墨水字迹档案修裱过程防洇化保护方法”专利

的申请；李玉虎、汪涓丽等合作完成了“Z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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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的申请；李玉虎、刘

姣姣、曹静合作完成了“一种用于脆弱纸张的棉纤维丝网加固方法”和

“一种用于纸张丝网加固的展平固定台”专利的申请；李玉虎、贾智慧等



完成了“一种纸质佛经酥粉颜料层的修复液及修复方法”专利的申请；李

玉虎、单晓娟、胡道道完成了“一种用于圆珠笔和复写纸字迹的加固液及

加固方法”专利的申请。尚小临、李玉虎等合作完成了“古旧字画折条病

的治理修复方法”专利的申请，李玉虎、曹静等合作完成了“一种古旧绘

画返铅去除方法”专利的申请。

基于多年合作的研究成果，相关研究单位及主要研究人员李玉虎、单

晓娟、邢惠萍、汪娟丽、胡道道、杨娟等联合申报了 2014 年度国家档案

局优秀科技成果奖励，获得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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