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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言
Introduction 

中国的雕版印刷技术出现于隋唐，兴于宋，历经元明清，印
刷书籍内容广泛，印刷技术也不断发展。虽说历史上屡遭政
治动荡兵焚水火之厄，但先人还是在遗留给我们的大量典籍
的同时，也保存下来一批宝贵的原刻书版。据我初步统计有
150万块以上。

The technology of xylography emerged in China during Sui-Tang 
period, matured in Song Dynasty, and flourished over Ming and 
Qing. The varieties of printed books extended, and the 
technology of printing also advanced over time. Although wars 
and natural disasters destroyed numerous imprints through out 
history, still a great many of books survived. In addition, some 
precious printing blocks that were used to produce imprints in 
the past also survived against all the odds. My preliminary 
estimates is that there are more than 1.5 million blocks surviving 
in China now.



书版是印书之本
Printing Blocks are the Means of Printing

自2004年以来，笔者亲自到
北京故宫博物院、云居寺、
荣宝斋；江苏南京、扬州、
浙江杭州南浔、天津杨柳青
等地调查采访，没有间断，
把雕版收藏作为一个课题来
研究。

2009年，以扬州广陵古籍刻
印社、金陵刻经处、德格印
经院为代表的雕版印刷已 被
批准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的“世界文化遗产目录”

2012年正与文津雕版博物馆
合作，筹建北京大学雕版艺
术研究中心。

•Since 2004, I have taken the surviving 
printing blocks as my research interest 
and have been constantly  conducting 
survey in important sites ,such as  
Beijing Palace Museum, Yunju Temple, 
and Rongbaozhai, as well as historical 
publishing centers including Nangjing, 
Yangzhou, Hangzhou, and Tianjin.

• In 2009, the xylography technology  
preserved in Yangzhou Ancient Book 
Press, Nanjing Sutra Press, and Dege
Sutra Press  was listed on the Lists of 
World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by 
UNESCO.

•In 2012, with the cooperation of Wenjin
Xylography Museum, Beijing University 
is planning to establish Xylography 
Research Center.



藏版之地
Major Blocks-holding Institutes 

刚好与历史上的几个系统相对称

政府刻书——故宫藏版 23万

私家刻书——嘉业堂藏版15万，江
浙藏书家

佛教寺院刻经——德格印经院32万

（还有西藏、青海、甘肃多个印经
院都藏版印经50万）

南京 金陵刻经处 12.5万

书坊刻书——琉璃厂中国书店及各
地木版年画藏版,起码有20-30万块

The major institutes now possess most 
surviving printing blocks correspond to the 
four main  publishing systems in Chinese 
history.

Official Publishing– Palace Museum: 
230,000 blocks
Private Publishing – Jiangzhe private 

library Jiayetang : 150,000 blocks
Buddhist Religious Publishing— Dege

Sutra Press: 320,000 blocks (Several Sutra 
presses in Tibet, Qinghai, and Gansu also 
possessed around 500,000 printing blocks)
Nanjing Jinling Sutra Press: 125,000 blocks
Commercial Publishing: China Books in 

Liulichang and other local wood-block New-
Year pictures: at least 200,000-300,000 
blocks



木 板 的 類 型
Different Types of Wood Printing  Blocks

一、書版

二、佛教經版

三、版畫木板

近年来木版的整理保
護與利用

建立雕版研究院的设
想

1.Books
2.Buddhist Sutra
3.Block print

Also:
The preservation  and 
usages of wood printing 
blocks
Visions of  establishing 
Xylography Research 
Institute 



第一大类：书 版
I. Books

•Wood Printing Blocks Held in 
Beijing Palace Museum
•Printing Blocks held in Local 
Libraries:
Ex. Nanxun Jiayetang Collection in 
Zhejiang Provincial Library

•Guangling Press in Yangzhou
• Special Rare Books 
Bookstore: China Bookstore in 
Beijing
•Private Collection

• 北京故宮博物院的官刻
木版

• 各地圖書館藏版

浙江嘉业堂藏版

• 揚州廣陵刻印社

• 古舊書專業店—中國書
店藏版

• 民間私人收藏書版



北京故宮博物院官刻木版
Wood Printing Blocks Held in Beijing Palace Museum  

23万片（含藏文和满文
大藏经版）

其中最早的是明代内府
所刊刻 《性理大全》、
《文献通考》、《五经
四书大全》等书版

其主体是清代“殿版 ”
书。所谓“殿版”是指
清内府武英殿所刻的书。

康雍乾三朝 武英殿刻书
达到极盛

About 230,000 surviving printing 
blocks held in Beijing Palace Museum, 
including the printing blocks of Tibetan 
and Manchu Great Treasury of Sutras.
The oldest surviving printing blocks in 

Palace Museum are the printing blocks 
of  Confucian texts published by the 
Imperial Printing Office in Ming 
Dynasty (1368-1644)
The majority of the surviving printing 

blocks in Palace Museum are blocks of 
“Palace Editions” books published in 
Qing Dynasty (1644-1911) by Qing’s 
Imperial Printing Office housed at 
Wuying Palace.
Wuying Palace’s publishing reached 

its peak under the Kangxi (r. 1661-
1722), Yongzheng (r. 1723-35) and 
Qianlong (r.1736-1795) Emperors.  



Wuying Palace



各地圖書館藏版
Printing Blocks held in Local Libraries

仅以浙江省图书馆爲例 ，
该馆就收藏了 民国初年兴
盛一时的南浔嘉业堂藏版。
其中包括：

《适园丛书》《四明丛书》
《金华丛书》《续金华丛
书》《章氏丛书》等。

曾送到扬州广陵刻印社印
刷，重印后均归还浙江省
图书馆。

For example, Zhejiang Provincial 
Library houses the printing blocks 
originally owned by Nanxun
Jiayetang, a famous private library 
in early Republican era.

The Jiayetang collection includes 
the printing blocks of  several 
congshu series which were 
published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These printing blocks were 
temporarily sent to Guangling Press 
in Yangzhou. After Guangling Press 
used traditional methods to reprint 
them, they were returned to 
Zhengjing Provincial Library. 



嘉業堂 Jiayetang Library



嘉業堂藏版 Jiayetang’s Printing Blocks



扬州中国雕版印刷博物馆
Chinese Xylography Printing Museum in Yangzhou

共藏版十万余块，其中佛
经版片三万余块，非佛经版片
七万余块，非佛经版片中又以
丛书版片居多。这些版片大多
雕刻于晚清民国。佛经版片为
寺院（如扬州地藏庵）刊刻，
非佛经版片一部分为江苏书局
所刊，大部分为私家刻版。

私家刻版多为知名学者文人、
藏书家所刻，如俞樾、缪荃孙
、刘世珩、徐乃昌、黎庶昌、
况周颐等。

The Chinese Xylography Printing Museum 
houses about 100,000 printing blocks. 
30% of them for Buddhist sutras. The 
majority of the rest are printing blocks of 
congshu series publications. Most of them 
were produced in the late 19th and the 
early 20th centuries. Buddhist sutras were 
mostly published by temples. Some of the 
blocks for non-religious imprints were 
engraved by Jiangsu Books, but most of 
them were made by private publishers.

Many of these private publishers were 
also famous scholars and book collectors, 
such as Yu Yue, Miu Quansun, Liu Shiyan
and etc.  



揚州中國雕版印刷博物館裡的書版
Printing blocks housed in The Chinese Xylography Printing Museum 



古舊書專業店—中國書店
Special Rare Books Bookstore: China Bookstore 

成立於1952年11月4日，是新
中國第一家國有古舊書專業
書店。收藏雕刻木板古籍230
種，印刷線裝圖書数萬部。
其中包括《龍溪精舍叢書》、
《禮記正義》、《唐明律合
編》等都具有較高的學術研
究價值。

特別是文革後的1978年至
1985年幾年間，該店用木板
印刷和照相膠印等方法複製
出版了初、重版古舊書刊309
種，印行695．1萬部(冊)，
總定價数千萬元。

Founded on November 4, 1952, China 
Bookstore is the first state-run bookstore 
in PRC specializing in rare books. It 
houses the wood printing blocks of 230 
rare books as well as tens of thousands 
thread-bound wood-block imprints. 
Among them, titles such as Longxi
Jingshe Congshu, Liji Zhengyi, and Tang-
Ming Lu hebian, are academically 
significant.

Between 1978 and 1985, in the aftermath 
of the Cultural Revolurtion, China 
Bookstore used both the traditional 
methods and photoengraving to print and 
reprint 309 old/rare books.  They 
(re)produced in total 6.951 million copies 
of books during that period. 



中國書店 China Bookstore (Beijing)



第二大类：佛 教 經 版
II. Printing Blocks of Buddhist Sutras
1.各地寺院 （如北京房
山云居寺、福州涌泉
寺，泉州开元寺等 ）

2.四川德格刻經院 （还
有西藏纳塘寺、拉萨
布达拉宫、青海塔尔
寺、青海拉加寺、甘
肃拉卜楞寺、甘肃卓
尼禅定寺多个印经院）

3.金陵刻經處

4.揚州藏經院

1. Buddhist Temples ( ex. Beijing 
Yunju Temple, Fuzhou Yongquan
Temple, Quanzhou Kaiyuan
Temple…)

2. Sichuan Dege Sutra Press 
(and  several other Tibetan Buddhist 
temples and sutra presses in Tibet, 
Qinghai, and Gansu)

3.Jinling Sutra Press in 
Nanjing

4. Yangzhou Sutra Library



德 格 印 經 院
Dege Sutra Press 

清光緒年間印經院書版曾達
30多萬塊。清末土司內亂時
流失不少，1978年清理統計
存有217000塊。

也有另一說法是：經院藏版
共約580多函，259600多葉。
各種畫版共計140多幅。其餘
還有少量壇城圖版，印經幡、
風俗、裝飾等內容的畫版。
印經院的經版, 大的有3尺多
長, 2 尺來寬, 小的只有1尺
來長, 2 寸來寬, 兩面都刻
滿了字。

新说法据德格印经院院长
泽旺吉美活佛讲目前藏版是
32万片．

The printing blocks housed in Dege Sutra 
Press once reached 300,000 in the mid19th

century,  but considerable part of them were 
lost due to the minority rebellions in late 19th

century . According to the survey conducted 
in 1978, Dege Sutra Press hold 217,000 
blocks. (Or 580 folders, 259,600+ pages) 

It also houses printing blocks of 140+ 
illustrations and some decorative patterns.
The sizes of Dege Sutra Press’s printing 
blocks ranged from 39.36”x26.24” to 
13.12”x2”. Texts are engraved on both sides 
of the blocks.

According the director of Dege Sutra Press, 
Tulkus Zewangjimei, they currently 
possesses 320,000 printing blocks.   









德格印經院 经版内容
Contents of the Dege Sutra Press’s Printing Blocks

现存印版根据传统的分类可
分爲六大类:1.甘珠尔类；

2.丹珠尔类；3.文集类；4.
丛书类；5.综合类；6.大藏
经单行类。

2006 年7月25至26日德格印经院在
香山组织了 “德格印经院文物价值
与雕版印经 文化展示活动”不仅带
来大量难得一见的经版还在现场为
我们表演刻板和用藏版印经.

Based on the traditional classification, the 
surviving printing blocks in Dege Sutra 
Press can be classified into the following six 
categories:

1.Kangyur (Translated Words)
2.Tengyur (Translated Treatises)
(Both are sacred texts of Tibetan Buddhism)
3. Collections of writings
4. Series
5. Miscellaneous
6. Single titles from Great Treasury of 
Sutras

In 2006, Dege Sutra Press organized an 
exhibition in Beijing Xiangshan. In it they not 
only displayed their printing blocks but also 
demonstrated block-engraving and printing.



藏版印經 Printing Tibetan Buddhist Sutras



第三大类：版 画 木 板
III. Wood Blocks for Block Printing
各地博物館

北京 榮寶齋的木刻水
印

遍佈各地的 版畫之鄉

天津杨柳青、苏州桃
花坞、潍坊杨家埠等
十余处被列入非物质
遗产保护名录

Surviving wood blocks for block printing 
could be found in:

•Local museums

•Beijing Ronbaozhai

•Famous traditional block-
printing centers, such as 
Yangliuqing in Tainjin,  Taohuawu in 
Shuzhou. Engraving and printing 
crafts there are acknowledged 
UNESCO as World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以畫面內容分，主要有
四類：

１、神像類。

２、吉祥如意類。

３、歷史故事類。

４、戲文招貼畫。

The major themes of block 
printing:
1. Images of deities
2.symbols of good fortune
3. Historical stories
4. drama and traditional opera



現存的書版大都得到重视
Most surviving printing blocks are valued and treasured 

上列板片近年来，在收藏环境，
保存条件、研究整理、以及发
挥作用等方面都比以前大爲改
观，正在向好的方向发展。

其原因也是多方面的：首先是
在观念上对文化、文物、遗産、
典籍的重要性比以前大有提高；
在经济力量上随着总体实力的
加强，对文化事业的投入加大
力度，对文化産业的重视也可
以说是空前的，设施改善。

The preservation, conditions, 
and studies of the surviving 
printing blocks discussed above 
have been dramatically 
improved recently. This is 
because the conscious of 
preserving cultural heritage 
increases, and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allows China to 
devote unprecedented 
resources in culture business.  



雕版的保护与利用
The Preservation and Usages of Printing Blocks

開闢專室 重在保护 适当展
覽

比照古籍保护，对全国现存
雕版进行普查，摸清底数，
建立档案目录。

根据存世雕版的特点，对雕
版进行定级，以便采取相应
的保护措施；

制定雕版保护的统一条例，
如防水、放火、防盗、防人
为破坏。创造 恒温、恒湿的
物理条件等，使雕版的保护
进入科学保护的环境。

• Establish special facilities to preserve 
surviving blocks and exhibit them in an 
appropriate frequency.
•Survey and archive the surviving 
printing blocks in China following the 
model of  book preservation.

•Based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urviving 
printing blocks, develop a classification 
standard to grade printing blocks and 
provide them proper preservation 
treatments.

•Establish a standard for the 
preservation of printing blocks—water 
proof, fire proof and burglarproof 
facilities, as well as temperature/ 
humidity controlled environment.





制定雕版的统一著录
条例。建立我国雕版
数据库，以实现雕版
的资源共享、

对重要的雕版进行补
版，

严格控制刷印:一部文
献如用旧版刷印过一
次，应规定在一个相
当长的时间段内不得
再次刷印。

以上措施正在各地落
实。

•Establish an unified catalogue 
system as well as a nation-wide 
database of surviving printing 
blocks as information-sharing 
platform.

•Repair important printing 
blocks

•Strictly control the usages of 
surviving printing blocks: If the 
blocks of a certain text were 
used to print new copies, those 
blocks shall not be used to 
again in a restrict period of time.

• All these measures to protect 
and preserve surviving printing 
blocks are realized in China. 



近年来的进展
Recent Developments

浙江图书馆和扬州中国雕版博物
馆等2010年10月，2012年5月
召开研讨会专门研究馆藏古籍
雕版保护暨数字典藏工作规范
等课题。提出开展以下工作：

古籍版片扩大征集

成立古籍版片典藏与研究中心

全面整理，制作联合数据库，
提供网上资料查询与图像浏覧

规画多元检索及浏览功能

以文物保护、数字典藏为整理
目标

开展相关研究与教学

Zhejiang Provincial Library and the Chinese 
Xylography Printing Museum held 
conferences in October 2010 and May 
2012 focusing on the preservation and 
digitization of surviving printing blocks. 
They propose:
•Extensively collect printing blocks of books
•Establish a preservation and research 
center for printing blocks of books
•Build an joined database of printing blocks 
to provide on-line search and browsing of 
digitized images
•The objectives of surveying surviving 
printing blocks: preservation and 
digitization.
•Develop the research and education of the 
preservation of printing blocks.



雕版建档中定损著录若干
问题的思考

浙江图书馆—郑宗男



前 言
• 嘉业藏书楼雕版保护工

程已经进行了两年了，
在这两年当中我们把重
点一直放在雕版建档这
一块上，期间我们与故
宫博物院图书馆、扬州
双博馆等雕版收藏量比
较大的单位进行过一些
建档和保护方面的交流。
发现在雕版建档上，每
个地方的方法都有些不
同。如果能有一个统一
的雕版建档规范出台，
那将更有利于各地雕版
之间的交流和保护。



一、雕版档案中关于雕版
的情况描述：

雕版不同于它所印刷出来
的书本，每一块雕版都是
一个相对独立的个体，都
有它自身的特征。







磨损

白蚁侵蚀

开裂

拼版



综上所述，如
果我们能有一个统一的雕
版定级标准，用标准中简
单的数字或者符号代替繁
琐的自然文字来描述雕版，
那么在建档的时候就可以
省去很多不必要的时间，
既提高了效率又便于同行
之间的交流。



二、雕版破损的三种类型
1、虫害破损

2、自然破损

3、人为破损



虫 害

虫害是雕版破损的一大
重要因素，特别是在南
方地区，气候温暖湿润
，虫害也显得尤为突出
，我们在工作中主要发
现的虫害主要有以下三
种：

1、天牛

2、白蚁

3、蛀虫



1、天牛：

为江南地区 为常见的对雕版破坏 为严重的一种虫害。
据我们观察，这种天牛对于雕版的破坏过程大致分为3个
阶段：产卵时期、蛹和幼虫时期 、成虫时期。



成片的虫卵

（1）、产卵时期：

每 年 的 7-8
月份为天牛的产卵期，
这个时候天牛成虫将
虫卵产在雕版表面，
尤其是一些叠在一起
或者表面较为潮湿的
雕版。它的卵和我们
平常吃的大米很像，
但是要比大米坚硬很
多，如图。

白色米粒状为虫卵



（2）、幼虫和蛹时期 ：

在虫卵成熟以
后，它的幼虫就进入雕
版内部，以木为食，在
雕版内部不断啃噬以及
新陈代谢，并在雕版内
部形成一条一条小槽，
继而在雕版内部形成蛹。



（3）、成虫时期 ：

到了每年的
6-7月份，蛹就蜕化成
成虫，这个时候天牛
就会将雕版表面咬破，
飞出。并在雕版表面
留下一个孔，而且孔
中有木屑流出。

成虫天牛从破洞飞出



特点：
1、每一个孔都是从内部
向外出现的，所以雕版
表面没有其他噬咬痕迹。

2、每个孔的大小和小拇
指指甲相仿。

3、孔中有木屑等物流出，
且雕版内部有一定区域
变薄（空心）。

4、每一个孔内部都有一
条或者若干条“槽”。

《西南纪事》卷十二，第十一页局部



受天牛损坏的雕版印刷效果

天牛咬破
雕版形成

的破洞

《西南纪事》卷十二，第十一页印样



白蚁对
白蚁

2、白蚁：白蚁侵蚀的原因是雕版存放不当，没有放在板
片架上，而是让雕版表面直接与地面接触，这样白蚁就很
容易在雕版和地面之间用泥筑起一条通道，将雕版和地面
粘在一起，进而啃噬雕版。
嘉业堂雕版发现的白蚁主要为散白蚁，数量较少。
白蚁对雕版的破坏根据它的特征分为两个时期：
（1）、构筑通道
（2）、噬咬



（1）、构筑通道

照片上黄色部分区域为白蚁构筑通道所造成的破损。



（2）、白蚁侵蚀

在通道构筑完成后
，白蚁就开始侵蚀
雕版。和天牛不同
的是，白蚁是从雕
版表面一点点往内
部侵蚀，在雕版内
部的通道比较有规
则。



特点：

（1）、表面留有
明显痕迹

（2）、白蚁侵蚀
后雕版表面损坏面
积较大。

（3）、白蚁侵蚀
通道呈有规则分布
，且通道表面光滑

。
《敕修浙江通志》卷七十六，三十五页



受白蚁损坏的雕版印刷效果

白蚁啃噬
雕版形成

的缺损

《敕修浙江通志》卷七十六，三十五页印样



（3）、蛀虫：
因为我们一直没有看到这种蛀虫的体貌特征，只能看到它
在雕版表面和内部所留下的一些痕迹，所以我们把除天牛
和白蚁外对雕版有侵蚀作用的昆虫统称为蛀虫。

。



特点

（1）、蛀孔较小。

（2）、内部通道不规则，且会引起雕版木质酥松，
容易断裂。

《竹斋诗集》卷二，第五十三页



受蛀虫损坏的雕版印刷效果

蛀虫啃噬
雕版形成
的缺损

小蛀孔由于
面积较小，
对印刷影响
不大。



自然破损

• 由温度、湿度、光照以
及存放条件等自然因素
所造成雕版的破损，也
是雕版破损的一个重要
方面。

• 因自然因素所造成的雕
版破损主要有四种形式：

• 1、氧化凸裂

• 2、变 形

• 3、霉 变

• 4、开 裂



1、氧化凸裂

氧化多由拼版中铁钉生锈引起。



拼板按照拼接方法又可分为两种
拼接方法，一种为由直接在两块
雕版的结合处用2-3枚铁钉钉住
（也有用竹钉）。



氧化前与氧化后的对比

氧化前未见开裂

氧化后形成开裂以及凸起



铁钉氧化造成损坏的雕版印刷效果

铁钉氧化
造成雕版
膨胀突起
形成的缺
损



另一种为在雕版两边用两枚蚂蟥钉结合，这种方法也用
在已用铁钉钉住，但不牢固的雕版上面用以加固，如图

蚂蟥钉的特点是使用方便、生锈时对雕版影响也较小，但
同时也较易脱落。



2、变形

变形是雕版受温度湿度光照等因素长时期影响，导致雕
版热胀冷缩，形成雕版的弯曲变形。这种情况较为常见，
但对印刷效果的影响较小。



变形的雕版印刷效果



黄白色霉斑

3、霉变

霉变可分为霉斑和霉烂
。

⑴霉斑

霉斑的形成是雕板表面
灰尘等杂质堆积受潮后
使容易使霉菌生长、繁
殖，并在表面形成白色
或黄色的斑点。



⑵霉烂

霉烂的出现是由于雕版受潮后长期不
能干燥，甚至与水长时间接触所引起
雕板变质、发霉、腐烂， 终形成霉
烂。霉烂对印刷影响很大，可造成大
范围字体模糊不清或缺失。



霉烂的雕版印刷效果

霉烂后
的雕版
缺失非
常严重



4、开裂、断裂

引起雕版开裂、断裂
的因素大致有雕版受
潮后表面干燥太快、
热胀冷缩和气候原因
等等。这些因素使得
雕版失去韧性，产生
裂缝。裂缝进一步扩
大， 终导致雕版开
裂。严重的会引起雕
板断裂，造成损失。



开裂的雕版印刷效果

裂口



人为破损

• 由于嘉业藏书楼的雕版 早的距
今已有超过百年的历史，同时也
有一部分来自社会各界，因此在
雕版的运输、整理、存放、印刷、
清洁等过程中难免受到人为的破
坏。

• 人为因素造成的对雕版的损坏主
要有二种情况：

• 1、磨损

• 2、字体缺失和补丁脱落

• 3、铲板



（1）、磨损：
板与板之间相互摩擦，或人为在运输，搬动，印刷过

程中（印刷次数过多，鬃刷在雕版表面刷印过于频繁）造
成磨损，这其中与板片本身的木质也有一定关系。

其表现为字体突出部分磨平，多发生在边角部位。对
印刷影响较大，造成字体漫漶不清，印刷出来已经无法辨
认。



磨损的雕版印刷效果

磨损处
字迹模
糊不清

磨损处
字迹模
糊不清

磨损处
字迹模
糊不清



2、补丁脱落：

有的雕版虽局部损坏，但其余部分完好，因此为了节
省人力物力，刻工将损坏部分挖出，再重新雕刻受损部
分文字替换原受损部位，这种重新雕刻的部分称为补丁。
补丁虽节省了人力物力，但由于粘结不牢固，在使用过
程以及各种自然因素影响下，重新雕刻部分容易脱落。



补丁脱落的雕版印刷效果

脱落的
补丁重
新粘合
后对印
刷效果
产生的
影响



（3）、铲板：

铲板是由于各种原因将已经雕刻好的雕版表面内容铲去不
用的一种破损种类，铲去的面积有大有小，取决于雕版本
身的内容以及雕版所有人。



三、雕版定损的思考

雕版破损分为7个等级，每一个等级分别用数字1-7来代替，
每一个等级分别代表了雕版破损的种类。



完好的雕版

我们把没有以上任何一种情况，或者破损面积占雕版
5%以内，且不影响印刷的雕版定为完好的雕版。







1级破损

定义：出现虫蛀破损、自然破损和人为破损中任意一种情况
发生的为1级破损。







为了区分每一个级别的破损类型在雕版上显示的不同破损
程度， 我们按照破损所占面积再划分为5个等级，在等级
数字后面用小数点隔开，再分别用数字1-5标识。

1.1：破损面积达到雕版面积20%以内

1.2：破损面积达到雕版面积40%以内

1.3：破损面积达到雕版面积60%以内

1.4：破损面积达到雕版面积80%以内

1.5：破损面积达到雕版面积80%以上



虫蛀面积在雕版面积20%以内，且只有1种破损
类型发生，定为“1.1级”破损



破损面积达到雕版面积60%，且只有人为破损一种类
型，定为“1.3级”破损。且只有一种破损类型







综合六个面的情况，
只发现虫害破损中的
天牛一种情况，破损
面积大约20%，所以
定为1.1级破损。



2级破损

定义：出现虫蛀破损、自然破损和人为破损中任意两种破损
类型的雕版，定为2级破损。



磨损
开裂



磨损



霉烂

结合六个面的破损情况，共
发现有自然因素：开裂、霉
烂；人为因素：磨损。而且
面积达到雕版总面积的60%，
故定为2.3级破损。

霉烂



综合六个面的情况，只发现虫害破损中的天牛一种情况，破损面积大约20%，所以定为1.1级破损。综合六个面的情况，只发现虫害破损中的天牛一种情况，破损面积大约20%，所以定为1.1级破损。

磨损

裂开
霉烂





结合四六个面的情
况，共发现自然破
损：开裂、霉烂；
人为破损：磨损；
破损面积达到60%，
定为2.3级破损



3级破损

定义：出现虫蛀破损、自然破损和人为破损三种破损类型(
或其他破损类型）的雕版，定为3级破损。



天牛 开裂

磨损



天牛

开裂

木料原有破损

蛀虫



其余两个面完好

天牛

开裂

3.2级破损



缺失部分由一定规律，为补丁脱落



缺失部分显示雕版内部有天牛幼虫噬咬痕迹



天牛噬咬

补丁脱落

2.2级破损





有了这样一个定损标准，
我们不仅可以提高建档时
雕版情况描述的工作效率
，还可以从数据上对雕版
进行比较。但是雕版的破
损千变万化，肯定有一些
破损的信息是我们还没有
归纳进去的，希望各位专
家学者能多提意见和建议
，争取能有一个统一的完
善的雕版定损标准出台。



请各位老师多多指教

谢谢



敬请指正

谢谢

Thank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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