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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成遗产通常具有一定的体量与规模，一般情况下

仍作为具有功能性需求的建筑物使用，并且所处自然环

境无法改变或优化。这也就意味着对承载全部建成遗产

价值的本体保护上，尤其是承载有建成遗产大部分价值

的面层保护上，需谨慎借鉴馆藏文物（保存环境可控）

的保护策略与标准，因为两者的保护前提完全不同。

本文从以往失败的建成遗产保护修复案例阐明牺牲

性保护的科学性与策略所在。同时，梳理了牺牲性保护

理念在砖石遗产保护中的应用方式，并辅以工程案例说

明。为了进一步阐释牺牲性保护理念，文章例举了牺牲

性保护理念在木结构遗产保护中的应用。牺牲性保护不

应仅仅被理解为修复材料的某种物理化学特性，本质上

而言，牺牲性保护是建成遗产保护实践中的一种科学意

识与策略，旨在强调保护修复是创造一种更利于遗产本

体续存的平衡。

一、失败的保护修复案例

历史上的修复经验和实践结果表明，使用不透水

汽、高强的材料固化封护建成遗产本体面层材料或用于

修补建成遗产本体缺失部分都会造成遗产本体的加速劣

化。大量研究证实：由于现代水泥具有高强、高盐、不

透汽等特点，水泥应用到传统建筑的修复中往往更容易

造成被修复部位周边的开裂、出盐等劣损加速的病变现

象（图1）。德国学者H.Juling和F. Schluetter对德国北
部靠近海边的历史建筑墙体（1970-1980年间采用憎
水处理）所做的后评估发现，部分经过处理的砖发生大

面积脱落的病害现象[1]。我国重庆通远门的石材使用甲

基硅酸盐作防水封护，大约15年后这些被封护过的石
材面层几乎全部起壳、剥落（图2），同时面层下石材
粉化、盐化严重。事实上，化学家们所研制的保护试剂

在实验室环境下确实是成功的，解决了材料因某种原因

而产生的病害，如应用到大体量的建成遗产保护时通过

增强砖石表面的憎水能力提高材料对环境的抗侵蚀能力

（所谓的化学全封护），但现实结果与实验结果往往相

去甚远，因为真实的建成环境远比实验室所模拟的环境

复杂得多。

我国的文物保护工作者也曾试图通过优化环境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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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有限，一方面是由于该理念的保护措施与部分现行文物保护法规要求相矛盾，另一方面是由于可量化牺牲性保护指标及耐久性评估

等研究的缺乏。对我国的长城等大型遗址的保护宜开展相对应的应用研究，如牺牲性软盖层保护被大气污染物侵蚀的砖石墙体。

① 文章内容来源于钟燕博士论文《基于建筑遗产材料本体的牺牲性保护理念与实践研究》的部分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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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 [4]2009年，全球遗产基金（GHF）发布的技术
白皮书中也指出：“所有材料，无论是天然的还是人造

的，相对于另一种更坚硬、更致密或者更憎水的材料即

为牺牲材料” [5]。因此，修复材料应该比历史材料更柔

软、更多孔和更亲水，以确保这两种材料相互接触时具

有令人满意的修复效果，即不可避免的材料劣化推迟发

生，且劣化首先并大部分发生在修复材料中。

德国在1990年代后就开始有意使用牺牲抹灰
（Opferputz）[6]，并且开始研究不同的配方以优化牺

牲抹灰的物理性能[7]，并最终在2006年出版了修复材
料指南《牺牲性灰浆》[8]。英国自2010年以来，用牺
牲灰浆覆盖高含盐的墙体几乎成了标准操作（图4），

Henry&Stewart指出，这种灰浆在材料配方设计得比基
层弱，透气性更强，并以牺牲的方式失效[9]。

牺牲性保护的概念强调，为了保护原材料应牺牲后

添加的修复材料，并通过持续监测和定期维护，使得建

成遗产得到可持续的保护和利用。《中国文物古迹保护

准则》对预防性保护定义为，通过防护和加固的技术措

施和相应的管理措施减少灾害发生的可能、灾害对文物

古迹造成损害，以及灾后需要采取的修复措施的强度。

牺牲性保护是预防性保护、最小干预及持续维护等

保护原则在保护实践中的结合运用。

到保护文物本体的目的，例如通过降低石窟寺洞窟内的

湿度以起到保护石质文物及其壁画的目的，因为湿度过

大通常是造成壁画破坏的主要原因。但最终发现，通过

降低当地水位以改善石窟寺洞窟内的湿度后，石窟寺的

壁画比原来褪色更快（图3）。这再次说明保护策略所
建立的理想模型与现实情况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异，对遗

产造成破坏的原因之间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

二、牺牲性保护概念

21世纪初，欧洲从物质保护的角度出发提出“牺
牲性”保护的概念。这一概念本身的起源可追溯到很久

以前的画作修复中，即给清洁后的画作重新上漆（re-
varnish），作为保护层防止画作风化。国际上最初在
建筑修复中明确提到“牺牲性”保护概念的文献之一

是Heimann在1981年发表的论文中提出，用牺牲性灰
浆处理受盐污染的砖石砌体 [2]。1989年，Kolloer发表
学术论文《用牺牲层保护文物》(Denkmal-Pflege mit 
"Opferschichten)"[3]，文章对Opferschichten做了注
解，指出其与意大利文中strato di sacrificio的含义相
同。Opferschichten最初源于宗教语境，其所对应的拉
丁语词根直译是“做一件神圣的事情”，在Kolloer论文
语境中是指将风化的影响从最初的表面转移到后来修复

所加的覆盖层上。本文所指的“牺牲性保护”概念延续

了Kolloer对修复的理解，修复即是将对本体的不利因素
转移至修复材料上。

目前能查阅到的最早出现“牺牲”这个词的官方

修复文件是1990年英国的《砖石质文物保护技术说
明》，其中第37条指出，“新的勾缝（repointing）应
该既被视作保护墙体的牺牲元素，也被视作维护对象，

要求强度低于周边砌体，并可能的话每隔百年进行更

图1 水泥勾缝修复导致的破坏（由于水泥的强度比
砖大，透汽性比砖低，导致了需要被保护的砖反而被

啃噬掉）（摄影:钟燕）

图2 重庆明代通远门石材面层采用甲基硅酸
盐作防水封护,15年后石材面层起壳剥落
（摄影:钟燕）

图3 在实施环境控制措
施20年后,石窟壁画褪色和佛像石
材加速劣化——根据黎方银2018年在
复旦大学所做报告（摄影:黎方银）

图4  1 9 9 4年使用牺
牲性灰浆前（左）和
1998年使用牺牲性灰
浆后（右）的英国北
德文郡圣三一教堂（图
片来源:参考文献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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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牺牲性保护理念在砖石遗产中的实践

（一）砖石遗产实施牺牲性保护的技术可行性

牺牲性保护在砖石遗产中的应用最为成熟和普遍。

牺牲性保护理念在砖石遗产的应用主要有两种方式，一

是将修复材料的物化性能设计得弱于原材料，如孔隙率

高于原材料、强度低于原材料等，从而将发生在原材料

中的病害转移至修复材料中；二是将修复材料作为透明

或半透明的保护层覆盖在砖石砌体上，且这层保护层具

有透气但不渗透的特性，从而让保护层代替原材料面层

经受环境污染所造成的面层风化等病害（图5）。
以砖石砌体墙为例，牺牲性保护的实践应用至少有

三种：1）缺损与勾缝的修复；2）涂层保护；3）降盐
与控湿砂浆。

1.缺损与勾缝的修复

对损坏的砖石块进行修补而非替换，修补砂浆具有

比原砖石更高的吸水性、更低的强度和更低的抗冻融耐

久性，且不含有害的水溶性盐。勾缝砂浆的耐久性应比

修补砂浆更低，为确保修补砂浆达到上述强度要求，最

好使用石灰或天然水硬石灰作粘合剂。

2.涂层保护

采用透明或半透明的透水汽、渗透性差的表面涂料

作牺牲涂层保护砖石表面，需要强调的是防水涂料不属

于牺牲涂层保护。在德国的石质文化遗产监测项目中，

观察到奥斯纳布吕克市政厅（Rathaus Osnabrück）的
外墙保存状况很好，原因恰恰是在于1983-1985年间
涂刷的硅酸盐树脂乳液和硅树脂乳液保护层没有很好地

渗透进石材中（图6、7）[10]。与浸渍憎水不同的是，牺

牲性涂层不应渗透到基材中，牺牲破坏发生在涂层表面

或在涂层与历史砖石材料之间的界面。同时牺牲保护涂

层一般是可逆的，可通过脱涂材料去除。  

3.降盐与控湿砂浆

1970年代起人们便逐渐认识到水溶性或活性盐分超
过一定量后，对诸如砖石、抹灰等无机建筑材料具有极大

的破坏作用。墙体长期受潮或剧烈干湿交替是诱使盐破

坏、冻融破坏的主要原因。在对砖石类遗产的保护中，对

砖石墙体的无损降盐和控湿是一个重要的技术研究方向。

最早对砖石墙体的降盐清洁常采用“宣纸敷贴

法”，指采用干宣纸敷贴在需要排盐的基材上（也有将

宣纸加水制成纸浆，然后敷贴到需要排盐的部位），然

后湿润宣纸，通过湿润的宣纸在干燥的过程中带走基材

内的盐分。但是这种方法的有效性在很多时候是不足

的，之后德国、澳大利亚、美国的有关专家在用于建筑

的排盐清洁材料上进行了多年的研究探索。最终，国

际（德国）既有建筑维护与文物保护科技工作者协会

（WTA）于2001年对这些专家的工作进行了研究和总
结，提出了“采用灰浆法无损降低石材及其他多孔隙

建筑材料中盐份”的技术规程 [11]（以下简称“技术规

程”）及《牺牲性灰浆》的行业参考标准[12]。

技术规程提出排盐灰浆材料的关键物理参数有两

项：1)高孔隙率，保证盐分的吸收；2)高附着力，保证
灰浆与基层的长时间接触。另外，技术规程中要求去除

排盐灰浆时不能对基层发生任何的损伤，也不能对基层

的颜色造成变化。目前，保护修复市场上已经有了降盐

或/和控湿灰浆的成熟产品，灰浆的降盐或/和控湿原理
可见图8-11所示。目前市场上的排盐排湿灰浆有临时
和长期两类，但无论哪类灰浆，孔隙率都是其最为重要

的基础技术标准参数。WTA的《牺牲性灰浆》分类及
技术指标见表1。
目前，我国不少建筑保护工程中都使用了这项牺牲

保护技术，如香港牛棚艺术村BP570第一期修复工程、
西安大雁塔、浙江杭州之江大学红楼等保护工程。

图5 清水红砖墙上缺损与勾缝的修复
（摄影:戴仕炳）

图6 芦苇砂岩梅勒（Melle）构成的奥斯纳布吕克市政厅
外墙立面（图片来源:参考文献10）

图7 1983-1985年间涂刷的硅酸盐树脂
乳液涂料和硅树脂乳液涂料,停留在石
材表面,目前开始起皮剥落,但石材本
身没有受到破坏,起到了很好的保护石
材的效果（图片来源:参考文献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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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程案例分析：天安门金水桥的修复

以2008年同济大学历史建筑保护实验中心和北京市
古代建筑研究所的天安门金水桥面保护修缮工程修复材料

合作研发项目为例，经过病害勘察与分析，针对主要成

份为汉白玉的金水桥修缮材料的设计提出了以下三大要点

（图12）：
（1）强度：修复材料必须达到一定的强度，以满足

行人交通，但要求略低于已经发生风化的汉白玉的强度；

（2）吸水性：水是汉白玉破坏的最重要因素。要求
修复材料的吸水性能要高于汉白玉，如桥面有积水发生

时，新的修复材料可以吸收多余水份以保全历史材料；

（3）透汽性：由于北京地区除7—8月份外，蒸发
量均大于降水量，故要求修复材料的透汽性要高于周边

的汉白玉，使桥体里的水汽在蒸发时能优先通过新的修

复材料。

表1 降盐控湿牺牲灰浆的分类及技术指标（资料来源:参考文献8）

牺牲灰浆的类型 目标任务 性能简介 技术指标

OP- I（短期牺
牲粉刷）

作用于来自内部

影响的牺牲灰浆

牺牲粉刷

层作为盐

结晶带；

减少基础

砖石层的

盐结晶溶

解频率

盐分向外快速

迁移而储存在

牺牲性粉刷层

内；粉刷层的

耐久性较短

孔隙率 > 基底层
表观密度 ≤ 基底层
毛 细 吸 水 系 数 > 
1kg∕m2√h
抗压强度< 5Mpa
弹性模量<基层
附着强度<0.5Mpa 
且<50%基底层

OP-I-S（长期储
盐粉刷）

牺牲粉刷

层作为盐

结晶带；

减少基础

砖石层的

盐结晶溶

解频率；

降低基层

的水溶盐

含量

应用到含盐量

极高的砌体，

本体可见明显

的损坏；只适

用室内环境；

应用到室外时

表面要采用透

汽憎水涂层保

护

孔隙率 > 60%
表观密度≤1.0kg∕cm3

水蒸气扩散阻力<10
毛细吸水系数 ⩾ 
1kg∕m2√h
抗压强度< 5 Mpa
附着强度< 基底层
脱水干燥 > 1kg∕m2d
0.05Mpa<附着强度
<0.5Mpa且 <50%
基底层

OP-I-F（长期储
湿层）

牺牲粉刷

层作为储

潮气带，

缓慢而非

快速带出

砖石层的

水汽，同

时具有一

定的防水

作用

用 于 水 破 坏

后，闷热潮湿

（挂水）的墙

面

孔隙率 > 40 %
水蒸气扩散阻力<15
毛 细 吸 水 系 数 > 
1kg∕m2√h
抗压强度<基底层<5 
Mpa
附着强度< 基底层
脱水干燥 > 2kg∕m2d
0.05Mpa<附着强度
<0.5Mpa且 <50%
基底层

图13 金水桥面2009年3月25日实验样板面比较（左图为丙烯酸树脂
作粘合剂的修复材料，不透汽，造成修复面层与原石材间产生霉变；

右图为同济大学历史建筑保护实验中研发的石灰基材料，新旧材料界

面间干燥）（摄影:戴仕炳）

图12 金水桥面层修复和勾缝材料的设计要求示意图（图片来源:
同济大学历史建筑保护实验中心）

图14 金水桥面2009年修复完工后的效果与2016年3月的效果（左图
摄影:戴仕炳；右图摄影:钟燕）

潮气转移
盐分转移

图8 高吸湿灰浆运作图示 图9 高储盐灰浆运作图示 图10 吸湿吸盐灰浆运作图示

盐分转移

潮气转移

图11 牺牲性抹灰示意图和原理

潮气转移
盐分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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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这一带有“牺牲”性质的修复材料设计方案一

开始并不为各方所理解，对金水桥的修复施工质量及耐

久性、适用性存有担忧，但经样板面实验比较（图13）
发现，采用高强、低吸水的不透汽修复材料修复界面潮

湿，并且易发生霉变；而采用低强、高吸水的透汽材料

修复界面干燥，并且没有发现其他问题，最终甲方接受

了设计方提出的带有“牺牲”特点的修复材料。实践效

果证实，这一针对金水桥的“牺牲性”保护修复材料设

计是可行的（图14）。在2019年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七十周年大庆时，由于桥面状况尚好，金水桥未进

行新的修复工作。

四、牺牲性保护理念在木结构遗产中的实践

日本奈良唐招提寺金堂2000年的结构修复是牺牲
性保护理念在木构遗产实践中的尝试案例，尽管对这种

措施是否归入牺牲性保护尚有争议。

招提寺的金堂历史上历经四次大修（图15），修复
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提高整个木结构的强度与稳定性。在

经历了1995年的阪神大地震后，金堂的32根内柱都出
现了不同程度的倾斜（图16），尤其是虹梁两侧的内柱
内倾较之先前逾加明显，因而2000年结构修复的主要
目的依然是对整体结构进行加强。[13]

不同于历史上的数次修复主要是凭借匠师的经验以

及常规约定的修复做法（日本元禄年间在金堂内部虹梁

下方增加了斜向的支撑），这次采取的方式是在虹梁的

上方搭建一组整体的桁架梁，以替代虹梁端部所承受自

屋顶由上而下传递的力，并由此对虹梁中段产生内向压

应力（图17、18）。
事实上，金堂虹梁一开始的加固方案并非如此。对

于金堂内柱倾斜问题以及虹梁的加固，日本大阪竹中工

务部的结构设计师长濑正在CCTV新闻调查《鉴真千年
之缘》中介绍，最初结构加固提出的方案是在金堂最外

侧柱端与虹梁端部支一根钢斜撑，这样便以增添最少的

构件而使得整个结构不因屋顶压力而产生内倾形变，但

这个方案遭到了第83代长老川合戒本的质疑。虽然整个
方案看上去十分简洁，然而川合长老直觉地感到可以承

受巨大压力的钢与老木材间并不匹配，毕竟金堂的大虹

梁是一个具有1200年历史的珍贵构件，因此他建议结
构修复工程应朝着极力避免对虹梁施加任何外力的方向

解决问题。于是，长濑正重新调整出上述最终结构修复

方案。

图15 日本奈
良 唐 招 提寺
金堂明治年
间修复后的结
构模型（图片
来源:奈良六

大寺大観刊行

会.奈良六大寺

大观[M].日本岩

波书店）

图16 日本奈
良唐招提寺金
堂柱子结构内
倾计算机模拟
（图片来源:

参考文献13）

图18 增加桁
架 的 立 体 示
意图<资料来
源:CCTV新闻

调 查 《 鉴 真

千 年 之 缘 》

(2009.10.31)>

图19 木柱内
芯替换成具有
荷载能力的方
柱,外部保
留,充当原结
构的形象（图
片来源:参考

文献13）

图17 增加的
桁架结构替代
其下的虹梁承
受来自屋顶
内压力的受
力分析图<资
料来源:CCTV

新闻调查《鉴

真千年之缘》

(2009.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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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长濑正最初提出的结构加固设计本身对于普通

的结构加固而言并没有问题，但这种方式并不符合以保

护为目的的加固，因为工程的目标并不仅仅是加固，

还要保护金堂中的大虹梁。在这样的宗旨下，修复结构

应该成为原有结构的替身，替代需要保护的结构承担应

力，并且加固装置在需要的情况下可以拆除或更替。

结构荷载替身这种做法受现代修复中最大限度地保

留原有建筑构件的理念影响，这种对其结构负荷功能进

行更替的做法也常见于日本对木柱的保护中。如对于面

层完好但内部已经空蛀的木柱，日本在修复中采用的做

法是将木柱的外圈进行保留，而在其内部替换上具有承

载能力的方柱（图19），然后将两者合为一体，让内部
的方柱承受重力，而外层从原有结构负荷功能中释放出

来，仅仅充当原有结构的形象功能。

五、结语

总体上，牺牲性保护在我国文物保护实践上的应用

目前仍然有限。一方面由于该理念的保护措施与部分现

行文物保护法规要求相矛盾，比如《文物保护法》第

二十一条规定，对不可移动文物进行修缮、保养、迁

移，必须遵循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原则。事实上，在面对

西安钟楼这类处于交通核心区的文物建筑，如果无法改

变周边环境，那么非常难以做到保护原状与保护本体的

同时实现；另一方面，缺乏对牺牲性保护的系统研究，

例如牺牲保护维护周期的制定、牺牲保护材料关键参数

的确定等。对于牺牲性保护理念在文物保护工程实践的

应用，应采取严谨的态度，防止牺牲保护修复理念被曲

解，利用为豆腐渣工程的借口。在我国已经变成遗址的

体量巨大的长城等大型遗址的保护中，宜开展相对应的

应用研究，如牺牲性软盖层[14]保护被大气污染物侵蚀的

砖石墙体。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明砖石长城保护维修关键

石灰技术研究”（项目批准号：51978472）；国家自然科学重点

基金“我国地域营造谱系的传承方式及其在当代风土建筑进化中

的再生途径” （项目批准号：51738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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