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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本体的文化遗产地文物健康知识库构建
——以敦煌莫高窟为例

孙胜利1,2，王小伟1,2，张正模1,2

（1. 敦煌研究院，甘肃 敦煌 736200；2. 国家古代壁画保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甘肃 敦煌 736200）

摘   要:  随着物联网技术的推广和普及，应用该技术进行预防性保护，已成为文化遗产地在保证人身、

文物安全的前提下，解决文物保护工作与开发旅游业间的矛盾，为游客提供优质服务的重要思路。文章通

过文化遗产地档案管理系统的档案信息与以物联网为核心的监测系统监测数据相结合，构建文化遗产地文

物本体健康数据知识库，从而为文物保护从干预性保护迈向预防性保护提供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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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 of a Heritage Health Knowledge Base for the Cultural 
Relics at the Heritage Sites 
——Taking Dunhuang Mogao Grottoes as an Ex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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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promotion and popularization of the Internet of Things technology in 

China, it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idea to use this technology for preventive conservation with the 

aim to balance the conservation work and tourism and to provide excellent visitor service on the 

premise that visitor safety and heritage security are ensured. By combining the archival information 

from the archive management system of the heritage site with the monitoring data gained by 

the monitoring system whose core is the Internet of Things, this paper attempts to construct a 

heritage health knowledge base for the cultural relics at the heritage sites so as to provide ideas 

for the transition from intervention conservation to preventive conser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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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性保护”概念最早提出于20世纪30年

代，但是在我国自20世纪90年代在建筑遗产保护领

域才开始有所应用，随后历经30多年的进一步发展

与演变，预防性保护已经贯穿至文物保护的各个方

面[1]。就技术层面而言，预防性保护主要是通过对

信息收集、风险识别、风险评估等来确定遗产所面

临的风险因素，结合调查与监测进一步掌握遗产的

衰变规律，有效降低并消除风险因素，使遗产处于

安全状态的系统工程[2]。在我国，遗产保护的监测

工作已相继在敦煌莫高窟、应县木塔、苏州园林、

杭州西湖、京杭大运河、沈阳故宫、云冈石窟等多

地展开，并取得了初步成绩。但同时监测数据的基

础性工作薄弱、数据积累有限、信息有效性差，风

险识别与评估工作尚存在诸多障碍，信息组织挖掘

方面比较薄弱，难以为风险控制提供科学、可靠的

决策支持。

自20世纪70年初起，敦煌研究院就着手对莫高

窟进行专窟专档的建设工作。洞窟档案内容涉及营

造时代、洞窟形制、窟内文物等多项信息[3]。档案

形式包括：历史图片、文字资料等。随着计算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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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起甲病害的分级

表2   病害的类型、等级及对应扣分表

网络的普及，档案的种类也日益丰富，内容也愈加

翔实。这些工作为文物健康知识库的构建奠定可靠

的基础。莫高窟在预防性保护方面一直进行着不断

探索，特别是通过世界文化遗产地风险预控关键技

术研究与示范项目的实施，在运用物联网技术对文

物本体进行预防性保护方面取得了长足发展。同时

如何从文物价值级别、风险级别，通过档案数据的

积累，建立文物本体健康知识库，通过实时数据反

映，形成快速反应机制，维持文物本体的健康状

态，是目前预防性保护领域的重要研究课题之一。

1 文物本体档案组成及洞窟存在的主
要病害类型

通过不同历史时期大量在档案信息对比，可以

初步确定莫高窟洞窟状态是否稳定。以莫高窟文物

本体档案为基础，按照洞窟现存病害的不同种类给

洞窟赋予健康状态初始值。

1.1   文物本体档案主要内容
文物本体档案主要包括洞窟档案记录本、现状

调查记录、修复方案、测绘图、照片档案等。通过

对档案的整理，确定每个洞窟存在的主要病害，分

布规律、病害机理、历史修复频率等，作为洞窟健

康等级的基础。

1.2   病害类型
对洞窟内壁画和塑像病害进行分类，根据活跃度

可分为相对稳定性病害和活动性病害。相对稳定性病

害有脱落（地仗层、颜料层、底色层）、机械损伤、

烟熏、历史加固等；活动性病害有起甲、酥碱、裂

缝、空鼓等；活动性病害是处于正在发展过程当中的

病害，其发展程度直接决定了洞窟的健康等级。

2   主要病害类型与健康赋值

本文主要是对目前文物保护修复工作中常见的

起甲、酥碱、裂缝、空鼓进行病害权重和病害程度

赋值。

2.1   病害权重
根据不同病害类型及其所受环境变化因素影响

程度的不同，从轻到重分为4个等级，对应的病害

分别为裂缝、空鼓、起甲、酥碱，其对应的基本扣

分值为2、4、8、10分。

2.2   病害等级
对4种常见病害进行严重程度的等级分级。

起甲、酥碱病害可以根据其高度进行分级[4]

（表1），裂缝根据宽度、空鼓根据面积，视病害

的等级从轻到重分为4级，分别为1、2、3和4级。

病害
等级

起甲高
度/mm

酥碱高
度/mm

裂缝宽
度/cm

空鼓面
积/m2

病害
程度

1 ≤0.1 ≤1 ≤0.1 ≤0.1 无
2 0.1～0.5 1～5 0.1～0.5 0.1～0.5 轻微
3 0.5～5 5～10 0.5～5 0.5～2 严重
4 ≥5 ≥10 ≥5 ≥2 极严重

根据4种主要活动病害对文物本体造成不同的损

害程度依次分为裂缝＜空鼓＜起甲＜酥碱，病害应

扣分值由病害程度和病害权重共同决定，即病害应

扣分值等于该病害的基本扣分值乘以病害等级数[5]

（表2）。

病害
等级

1 2 3 4
裂缝 -2 -4 -6 -8
空鼓 -4 -8 -12 -16
起甲 -8 -16 -24 -32
酥碱 -10 -20 -30 -40

当多种病害交叉存在于同一区域且无法确定其

演变、劣化因素时，应结合现存状态进行综合分

析，判断病害异常的原因，确定扣分病害及扣分

值。但经过分析后仍无法确定病害异常原因时，在

此建议选择最严重情况确定病害及扣分值[6]。根据

赋值情况，按照满分100分减去应扣分，将洞窟分

成正常（大于等于90）、注意（小于90大于等于

75）、异常（小于75大于等于60）、严重（小于

60）4个状态。

3   健康状态评级结果及对策

3.1   正常状态对策
正常状态是指洞窟健康状况良好，处于稳定状

态。如莫高窟323窟，通过对比检查结果，没有明

显的活动性病害。现状与档案证据显示现存的状况

（裂缝与起甲）都是零星的。对于健康状况正常的

洞窟主要是进行规律性的年度检查。最终对该类文

物单体形成一个固定word表格。通过一个长周期

（3～5年）的数据判断这种稳定的可持续性。

3.2   注意状态对策
建议进行规律性的年度检查、需要对病害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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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鼎昌,咨青岛市政府商字第五七九八〇号[N].实业部公报.1937-7-16(49).

进行监测、可能需要进一步研究来分析病害的情形

与风险、制订保护计划。如莫高窟244窟有严重的

裂缝，影响到前室南北两壁的地仗层与砂砾岩层。

裂缝正在发展中。这种现象可能与修建的窟檐有关

系。通过日常维护、管理和监测，在文物保护工作

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7]。通过 专 人 、 定 期 的 巡

视和检查，及时发现继而排除文物本体存在的健

康隐患[8]。

3.3   异常状态对策
建议进行规律性的年度检查、对病害区域进行

监测、可能需要进一步研究以明了病害的情形与风

险、可能需要制订保护计划。如莫高窟第85窟，进

行过修复不久，但是现存足够的档案证据显示壁画

受环境因素影响的病害特别脆弱。对于此类洞窟，

在做好年度检查和日常巡查的基础上，进行定点监

测与文物实时监测相结合。通过长期定点定时跟踪

监测与实时监测数据相结合，从中发现病害发展规

律，为保护修复研究提供依据。

3.4   严重状态对策
对于严重状态洞窟需要制订保护计划，如洞窟

需重新开放或进行紧急修复，进一步研究以明确病

害风险。如莫高窟第26窟，监测结果显示目前有很

大问题，档案证据也表明，在以前修复的地方病害

再次发生。对于这类洞窟在做好以上监测工作的基

础上建立专项研究，进一步明确病害机理并提出保

护方案；同时必须对每次所采集的监测值进行健康

值调整，启动系统应急响应，对处理措施及处理结

果进行日志管理，并最终归入档案库作为文物健康

知识库基础数据。

4   文物健康状态控制

在对莫高窟以洞窟为单位的文物本体确定初始

健康值后，其健康发展状况主要靠现有知识库和监

测数据进行判断。

4.1   知识库的构成
知识库是存储完成任务所需要的各种知识，是

专家知识和经验的集合[9]。如何将大量的专家经验

转化成知识。如水分是莫高窟壁画产生变化的关键

因素[10]，光照和湿度是影响壁画起甲的主要原因[11]

等专家给出的定性结论，如何进行量化研究，是构

建文物健康知识库的主要任务。

4.2   阈值管理
根据收集的环境监测数据，结合预设标准，判

断现存环境是否有接近或超过所设阈值。如被称为

壁画“癌症”的酥碱，是由于岩体内部存在的可溶

盐随外界环境湿度变化，反复吸水-失水发生可溶

盐溶解与结晶破坏所致。前期研究结果证明，窟内

相对湿度62%是激活盐害的临界值[12]。因此，当监

测数据中湿度超过这个数值时应发出预警，并降低

洞窟健康值。

4.3   趋势管理
根据洞窟不同时期的状态监测数据，评估部分

病害的活动性及其变化速率与趋势，预判病害后期

的演变状态。如通过档案室现存历史图片与洞窟内

部同一位置壁画的保存现状对比，进而确定出病害

的活动类型及活动程度，例如：颜料层起甲与酥碱

属于典型的活动性病害，进一步对其进行长期定时

定点跟踪监测，了解病害发展规律，为后期保护提

供科学的理论依据，同时有利于确定文物健康状况

的稳定程度。

4.4   对比管理
根据特定洞窟不同时间、位置或同类洞窟的监

测数据进行横、纵比较，判断其现存状态及发展规

律。纵向对比：如通过对比历史照片中同一洞窟同

一位置病害造成的壁画损失量确定该病害的发展速

率。横向对比：如通过对同类型开放和未开放洞

窟环境监测对比，正常情况下不开放洞窟相对湿

度一般不超过60%，而开放洞窟经常会超过60%，

当外界发生降水时，开放洞窟最高相对湿度可达

70%[13]，存在激活可溶盐的可能。因此对洞窟环境

数据的监测的重点应放在开放洞窟。

按照以上方法结合不同病害对文物的影响程

度，可实现对洞窟内部病害劣化程度的有效评估与

管理，在此基础上利用病害权重与劣化程度实现对

洞窟保存现状的评分，确定洞窟本体及附属文物的

健康状况的升级或降级。

5   结束语

建立符合文化遗产地性质特点的文物健康知识

库，通过档案信息对比、监测数据挖掘、文物日常

监测相结合等手段，为风险管理提供及时、准确和

完备的信息支持。知识库同时提升了文化遗产地自

身的保护与管理水平，为加强政府对文化遗产地的

宏观管理能力提供了重要的思想理念和技术手段。

另外，对于建立社会公众关注、参与、监督世界文

化遗产地保护和享用世界文化遗产精神财富机制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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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北京市系列活动拉开帷幕

动态信息

文化遗产是传承一个国家历史文化，维系民族精

神的不可再生的珍贵资源。保护文化遗产、保持民

族文化的传承，是增进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统一、

社会和谐的重要文化基础，更是维护世界文化多样

性和创造性、促进人类共同发展的前提。习总书记

在讲话中指出“北京是世界著名古都,丰富的历史文

化遗产是一张金名片,传承保护好这份宝贵的历史文

化遗产是首都的职责。”

我国于2005年决定将每年6月的第2个星期六设

立为“文化遗产日”，从去年起“文化遗产日”更

名为“文化和自然遗产日”。2018年的“文化和自

然遗产日”主题为“文化遗产的传播与传承”，北

京市将紧紧围绕这个主题，以“新技术护航文化遗

产未来”为主线，推出2018年“文化和自然遗产

日”北京市系列活动。系列活动旨在深入贯彻落实

党的十九大会议精神，围绕加强文物保护利用和文

化遗产保护传承，深化文物事业改革发展，积极探

索走出一条符合国情的文物保护利用之路，更好提

升新时代文物工作传播力、影响力，推动形成全社

会广泛参与文物保护利用传承的良好氛围。

（来源：北京市文物局网站 http://renwen.beijing.gov.cn

下载日期：2018-0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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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了重要的技术支撑平台。在不断探索发展文化遗

产地的风险管理理论的同时，尽快完善文化遗产地

保护与管理的基础性工作，为风险管理工作的开展

提供必要的基础保障。通过莫高窟文物健康知识库

的构建；一是为辨别文物本体与赋存环境的细微变

化提供实物资料，有利于病害发展规律的有效评估

与定量分析；二是进一步为世界遗产风险预控技术

的研究提供科学的理论依据；三是为研究壁画病害

与文物赋存环境之间的关系以及病害产生机理提供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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