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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泉梁墓葬
壁画实验块的保护修复
□

一、水泉梁壁画概况及结构特征

胡文英

王宝金

二、壁画块保护修复

水泉梁北齐壁画墓位于山西省朔州市水泉

针对水泉梁壁画地仗层的特殊情况，工作组

梁村，２００８ 年经相关文物部门联合保护性搬迁

选取了壁 ５１、５４ 号两块壁画作为实验块进行保

揭取后入藏我院。该壁画因千百年自然环境的不

护修复。壁画修复的室内操作环境保持温度控制

断侵蚀和人为破坏，出现多种病害现象，尤其是

在 ２０±５℃左右，湿度在 ５０±５％左右，整个修复

揭取后的壁画脱离了原始墓葬环境而不断变化，

工作包括拆开包装、清理后背、加固后背、清理画

亟需对其进行保护修复。为此，我院成立专门壁

面、加固画面、表面的修复与做色、回帖壁画等几

画工作组对其进行了整体保护修复。该壁画总面

个部分。

积约 ８０ 平方米，搬迁揭取壁画共计 ６２ 块。为确

１．记录编号及照相。对编号 ５１、５４ 号两块壁

保壁画的整体修复效果，工作组特挑选出其中两

画进行测量、照相等相关信息的记录，根据尺寸

块壁画做为实验块，进行预先的保护修复实验，

制作壁画修复台板。修复台板的制作，要求平整

以便制定更为科学详细的保护修复方案。古代墓

不变形，足以支撑在加固背衬过程中的重量，且

葬壁画的一般结构为支撑体、地仗层和颜料层三

尺寸较壁画四周大 １０￣１５ 厘米为宜，以备加固操

个基本组成部分。其中地仗层又通常为石灰层或

作时应用。

泥质层。制作工艺通常为在支撑体上先用粗泥抹
底，再涂细泥磨平，最后刷石灰浆层制成地仗。水
泉梁壁画绘于青砖砌成的穹隆顶单室墓中，支撑
体是由青砖砌筑而成的墙体，地仗层则是在青砖
上直接涂抹的较厚石灰层，从壁画脱落的残块中
可见石灰层中还添加了植物性加筋材料。水泉梁
壁画的结构为“砖体 ＋ 白灰层 ＋ 颜料层”模式
（图一）。由于砖体与白灰层之间没有泥层作为过
渡层，砖墙面又很不平整，因而揭取的壁画地仗
层厚薄严重不均，厚度为 ５￣３０ 毫米不等。随着加
筋材料的糟朽老化，壁画地仗层酥碱现象非常严
重，突出表现为表面十分坚硬，中间非常疏松的
“夹心饼干”问题，这种状况增加了对壁画背部减
薄、平整等处理的技术难度。

８８

文物世界 wwsj 2014.6

图一

水泉梁壁画基本结构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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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

图四

拆除木夹板、海绵层、
塑料层

图三

壁画背部石灰地仗层保存状况

实验块 51 号、
54 号病害情况记录

图五

壁画背部石灰夹层中间疏松状况

２．拆除木夹板、海绵层、塑料层。将壁画轻放

壁画编号与原始病害信息记录资料进行对比（图

于平整的工作台上。小心扭开铁丝，注意防止用

三），记录背面裂缝等情况，并作照相记录，作为

钢丝钳突然剪断铁丝时，夹板震动，壁画受损破

修复前破损情况的记载。观察壁画保存状况（图

裂；然后解开扎绳，小心去除上夹板，亮出壁画背

四），分析壁画主要病害情况，地仗层病害主要包

面，照相记录情况（图二）。用软毛刷将土块杂物

括裂隙、石灰老化脱落、内部酥碱等方面（图五），

清除干净，以免造成加固后画面不平和出现麻

相应的病害处理方法如表 １。
４．清理后背。由于壁画结构的特殊性，后背

点。
３．壁画地仗层材料、病害检测与分析：依据
表1
病害类型
裂隙

的处理工作成为非常重要的环节。针对地仗层两

壁画主要病害分析及处理方法

分布情况及病因分析

危害性评估

主要分布在画面的中心人物头部周围 稳定性病害

技术处理
用 1.5～2%的 Paraloid B72 乙酸乙酯溶液渗透加固

先用 1.5～2%的 Paraloid B72 乙酸乙酯溶液渗透加
稳定性病害 固，然后用纯丙乳液溶液和灰粉制成灰膏泥做填补
处理。

地仗脱落

主要集中在壁画边缘部分

酥碱

壁画整体酥碱较为严重

活动性病害

先做脱盐处理，然后用 1.5～2%的 Paraloid B72 乙酸
乙酯溶液渗透加固。

泥渍或钙化
物

主要在壁画与砖体接触的表面

稳定性病害

用棉棒、竹签、手术刀清理，可采用 2A 溶液（去离子
水与乙醇 1：1 溶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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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六

用灰膏对石灰层进行加固

图七

处理后的壁画后背

边硬中间软的“夹心饼干”状况、容易出现掉快等

再刷一遍，重复刷涂直至达到理想效果。将加固

现象，清理过程中采取“先加固再减薄”的处理方

后的壁画放在修复室待其自然阴干。

法，并对加固材料进行了相应的实验筛选。首先，

６．后背贴布。壁画后背地仗层渗透加固完成

使用传统材料桃胶、明胶、灰膏等进行加固实验。

后，以纯丙乳液 ＡＣ－３３ 作为胶结材料，为后背覆

实验结果表明，桃胶、明胶其渗透性能较差，不能

贴化纤网纱加固。粘贴过程中为避免留下气泡需

解决内部疏松问题，加固后石灰层仍会出现成块

选用硬质毛刷刷涂溶液。若材料凝固后发现有个

掉落现象，说明加固强度达不到进一步清理的要

别气泡，可用刀划破，再用胶结材料进行局部回

求。传统灰膏填补凝固后也不能与原有地仗层中

贴。每粘贴一层须待基本凝固后再贴下一层，各

的石灰粘连为一体，胶结性非常小，只起到了一

层纵横相交，共贴三层。如此加固背部以增加壁

定填补作用，加固效果不理想（图六）。然后，使用

画块整体的强度和韧性，为下一步清理画面做好

现 代 材 料 纯 丙 乳 液 ＡＣ－３３ 与 丙 烯 酸 树 脂

基础工作。

Ｐａｒａｌｏｉｄ

Ｂ７２ 溶液进行加固实验。实验结果表

７．画面揭布与清理。将贴布后的壁画翻转过

明，对于起翘缝隙较小的部位，可先用针管吸取

来，去除揭取时画面上的贴布。在贴布表面喷洒

１：１ 的酒精浸润，打通空隙，再用 ２５￣４０％的纯丙

试剂，对画面贴布进行浸润，在表面胶粘剂和画

乳液 ＡＣ－３３ 的水溶液进行注射，重新粘合脱离

面松动分离时缓缓去除表面贴布。揭取时尽量减

的地仗碎片及起翘部位效果良好。使用 ３￣５％的

少施加的外力传递到画面层上，以防将画面层颜

Ｐａｒａｌｏｉｄ

料带掉。也可在揭布的同时，用手术刀或剪刀将

Ｂ７２ 乙酸乙酯溶液对石灰层进行加固

处理，该溶液渗透性、胶结性、加固强度均达到要
求。综合比较几种材料的加固效果，最终确定选
用综合性能比较优良的 Ｐａｒａｌｏｉｄ

Ｂ７２ 为主要加

固材料，其他材料辅助性局部使用。经过多次局
部加固、打磨减薄等处理，壁画地仗层保留厚度
基本在 ３￣５ 毫米（图七）。
５．加固后背。整体加固材料以 Ｐａｒａｌｏｉｄ

Ｂ７２

为主，对于较薄的地仗层和缝隙处，采用背部剔
除下来并经研磨筛选的白灰添加以 ４０％的纯丙
乳液 ＡＣ－３３ 补平地仗层，以保持与原地仗层的
一致性。然后用浓度 ５％的 Ｐａｒａｌｏｉｄ

Ｂ７２ 乙酸乙

酯溶液将地仗层刷涂一遍，待渗透完全且干燥后

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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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八

逐层揭取画面贴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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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平现象。在清理过程中若有碎片掉落，记好位
置，尽量复原。部分无法找到位置的碎片，将其收
集在专用盒中，以便在修整画面和作旧时使用。
对于壁画表面污染物的清理，无论是选择物
理的机械方法还是化学方法，都必须遵守以下基
本原则：一是在试验的基础上，有效清除污染物；
二是对于修复人员来讲，选择的方法必须可控；
三是不损伤文物本体，也不会对文物本体有潜在
的危害。同时要求谨慎操作，否则同样会造成文
物难以弥补的损失。
图九

壁画块 51、54 号画面清理效果

通过以上技术操作步骤，壁画实验块的保护
修复基本完成。因水泉梁壁画规模较大，对壁画

贴布裁成细条，反向施加外力慢慢揭掉，整个过

全面整体检查、封护、加固以及回帖至新支撑体

程尽量缓慢进行（图八）。逐层揭取贴布，并仔细

等步骤需在全部修复完成后再统一进行。经过对

清理画面残留的胶液、泥土和污垢等。

５１ 号和 ５４ 号壁画画背地仗层的厚度测量、强度

８．修整画面。根据揭取时的画面原始材料与

测试以及画面效果的观察与分析，实验效果理

信息，进行对应比照，调整画面中出现的错位、移

想。此次保护修复技术路线及材料使用得到专家

位现象以及回帖掉离的壁画残块，仔细清理表面

们的一致认可，肯定工作组对“先加固后减薄”的

外来污染物等。经过清理修整后的壁画实验块

地仗层处理方法，确定了对水泉梁壁画整体保护

５１、５４ 号效果如图九。

修复中使用的基本材料、保护修复技术操作方法

９．填补缺失和画面补全。用纯丙烯酸乳液加
石灰粉填补画面缺损部位，填补时新材料略低于

与步骤，为下一步水泉梁墓壁画整体保护修复提
供了良好的实践基础。

原始画面。根据原始记录资料，在有明确依据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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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刀耐心地逐步切除与打磨。清理过程中用吸尘
器将剔除的砖体碎沫和进入壁画裂缝的细尘吸
除干净，以便于观察画面情况。还要注意用软毛
刷将四周翘起的贴布以及无地仗部分贴布润湿
后刮平铺展，不得留有皱折，避免画面出现坑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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