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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遗产价值发现与发掘领域
相关新技术应用

全面掌握文化遗产的几何、
影像及材料成分等基础信息对历
史现象、价值的研究、保护修缮与
文化传播至关重要。

一、三维几何信息采集：分为
三维激光、摄影、光栅采集与成型
技术。

三维激光采集技术：主要是
利用激光束的高精度测距原理获
取对象几何形体空间信息。激光
扫描仪优点是精确度高，覆盖面
广。目前该领域的主要技术难点
在于：对于大体量的不可移动文
物（文物建筑、遗址等）每一站采
集的有效视角和有效面是有限
的；将点云图最少干预地解读为
工程用三维视图，目前尚未有好
的解决办法；三维激光扫描技术
采集具有几何形体尺寸精准的特
点，但是色彩的还原度较差；小尺
度文物的激光扫描难点在于，对
于形体复杂的文物，内部遮挡部
分较难获取；反光物和毛绒、头发
等材质的扫描存在困难。

摄影采集与成型技术：是在
原有摄影测量技术基础上与计算
机算法结合形成的几何形体测量
成型技术。包括各种尺度的对象
采集。优点是色彩、材质、影像好，
但精度较激光采集差距大，采集
时受光线环境影响大。

光栅（白光）采集与成型技
术：利用光栅与计算机算法结合
形成的几何形体采集成型技术。
优点是影像与精度都非常高，缺
点是对象尺度较小。

二、材料成分提取分析：
材料信息的采集与分析在文

化遗产保护及考古修复领域都有
非常重要的意义，通过材料的研
究可以分析其成分、产地，并为复
原、修复及断代研究奠定基础。

现有材料提取常用设备主要
围绕光谱分析和高倍显微观察实
现成分分析：X射线衍射仪、显微
红外光谱仪；傅里叶拉曼光谱仪、
显微拉曼光谱仪；偏光显微镜、原

子力显微镜；热释光分析
仪、X射线荧光光谱仪；扫
描电镜、能谱仪、质谱仪
等。

文化遗产价值保护与保存
领域相关新技术应用

一、病害无损检测技
术应用

无损（微损）检测技术
在文物保护领域的发展前
景：检测技术快速、非接
触、大面积扫描、多通道和
高速自动化检测是今后快

速无损检测技术的重要研究方向
和发展趋势。在文物保护严峻的
形势下，利用无损检测分析方法
快速地鉴定文物并分析其存在问
题，是提高文物保护效率的有效
手段。

检测技术自动化。目前信息
技术的不断发展使得无损检测的
自动化成为可能，实现文物无损
检测的自动化不仅可提高检测效
率，还可避免人为因素的影响。

检测技术综合化。将无损检
测技术与光纤、CCD和微机数字
图像处理等新技术相结合，形成
非接触远距离控制小型化检测仪
器，摆脱实验室的束缚，以扩大应
用范围。

文物的无损检测是文物科学
研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研究方
向，也是文物科学保护研究不可
或缺的前期分析工作。鉴于无损
检测技术广阔的发展前景、巨大
的应用价值以及显著的经济和社
会效益，文物保护工作者应积极
开展相关研究，以促进我国文物
保护领域里无损检测技术的应用
和发展。

二、无损监测技术应用
病害监测的目的在于采用物

联网技术持续采集传输相关信息
数据；通过分析了解文化遗产的
病害变化规律（趋势）；分析评估
健康安全水平，为科学保护与管
理决策提供依据。

在仪器监测方面，有针对环境
的温湿度、二氧化硫（空气成分）、
风速等的传感器，针对本体有位
移、沉降、应力应变的传感器，以及
针对三防设置的监测报警装置。
近年来在监测位移、沉降变化方
面，主要选用振弦式设备和光纤
光栅传感器监测设备体系。后者
整合应用了动态有限元建模分析
技术、结构损伤识别理论、智能化
传感系统和信号处理技术等，实现
了监测数据（线上）实时诊断预警
和（线下）专家分析处理，是一种
更加智能化的检测技术。

（作者单位：北京工业大学建
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目前博物馆环境监测方式大致分为三类：仪
器分析、无线传感器监测系统、便携式检测。仪
器分析是化学领域发展比较成熟的对微量样品进
行精准检测的方法；而无线传感器监测和便携式
检测技术近年来在文物保护领域发展迅速，也是
当前文博单位建设的重点。

继 2008年陕西历史博物馆建立国内首个“博
物馆无线环境传感器监测系统”之后，迄今国内
已有多家文博单位在通过使用无线传感器对文物
保存环境进行监测。中国国家博物馆 2011年建立
无线温湿度监测系统，采用高精度温湿度记录
仪，利用Zigbee2.4G无线传输技术，实现了对展
厅、库房及部分展柜温湿度的实时连续监测。

同时，国家博物馆使用便携式仪器对馆内的
有机挥发物（TVOC）、甲醛、颗粒物、光照紫外
等进行定期检测，及时掌握文物保存环境质量。

对博物馆环境进行控制，即对博物馆建筑环
境、展厅和库房环境以及展柜 （或储存柜） 和囊
匣等微环境进行调控，尽量使得文物处在安全和
相对稳定的环境中。

以国家博物馆为例，展厅和库房环境通过 24
小时运行的恒温恒湿中央空调控制，保证其温湿
度平稳；空调风机机组采用进风粗效过滤和中效
静电杀菌除尘过滤这两级过滤，对室内空气起到
净化作用。对部分展柜使用小型调湿机进行单独
调控，以达到更好效果，在密闭性相对较好的存
储柜中加入调湿材料起到缓冲微环境的作用。

当前面临如下几个问题：
一、环境传感器的分辨率和精度有待提高
温湿度传感器的分辨率和精度已经可以满足

博物馆环境监测工作。然而目前市面上的有机挥
发物 （TVOC） 传感器、污染气体传感器、颗粒
物传感器等，均存在分辨率不高、精度不够的问
题，导致博物馆内污染气体无法被检测出 （低于
传感器检测下限），或是检测误差很大。

二、环境传感器设计欠合理，用户体验不佳
在传感器设计方面，以显示问题为例：很多

无线环境传感器均不带显示屏，使得读数和校准
不方便。国家博物馆在建设“无线温湿度监测系
统”时，请厂家研发“带显示、可开关、耗电
少”的温湿度传感器。再以室内光照紫外传感器
为例，实际工作需要照度 （单位：lux）、紫外强
度 （单位：μW/cm2） 和紫外相对含量 （μW/
lm） 三个数值，但目前普遍是将照度和紫外分别
做成两个传感器，使用不方便。希望能有一款照
度和紫外合一、性能达到英国ELSEC的水准，并
且带有记录和无线传输功能的传感器。

除此以外，现有的无线环境传感器和监测系
统还存在电池更换不便利、数据易丢失、软件配
套功能有限等问题。软硬件方面存在的缺陷，给
实际使用带来不少麻烦，用户体验不佳。

三、微环境控制难度大
当前博物馆对展柜、储存柜、囊匣等微环境

的控制手段主要有：加装小型恒湿设备、放置调

湿板、调湿剂等湿度缓冲材料和气体吸附材料，
用特殊材料对文物进行包装等。但是这几种方式
都存在不同程度的缺陷。比如小型恒湿机对展柜
密封性要求高，而且需要保证 24 小时不间断运
行，否则导致的湿度波动会更加明显；调湿板、
调湿剂、吸附剂等调湿和吸附材料存在湿度缓冲
作用有限，有效使用周期较短、经济成本高的问
题；目前市面上的一些防腐蚀、抗氧化、无酸无
害的文物包装材料，缺乏相关的使用标准和规
范，可操作性不强。综上，文物微环境调控方面
的技术手段还是比较缺乏，致使当前博物馆微环
境调控面临很多困难。

（作者单位：中国国家博物馆）

我国作为一个文物大国，伴随过往数千年的
历史文明进程，诞生了无数历史文物并遗留至
今，面临人为破坏、自然老化和恶劣环境的复杂
影响，在文物保护、复原、无损鉴定等方面具有
强烈的技术需求。

光谱成像技术是一种典型的非接触性无损检
测技术，可同时获取文物样品的空间和光谱信
息，根据不同材质文物的“光谱指纹”特征可实
现对大型壁画、古画、古籍资料等文物的探测、
复原、无损鉴定等工作，在文物保护和鉴定方面
具有重要的技术应用价值。

光谱分析技术是自然科学研究中一种重要的
研究手段，能检测到被测物体的物理结构和化学
成分等指征。光谱成像技术是光谱分析技术和图
像分析技术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二者完美结合的
产物。光谱成像技术不仅具有光谱分辨能力，还有
图像分辨能力，可以对被测物体进行定性、定量
和定位分析。

现有光谱成像设备并非针对文物应用专门设
计，例如，成像方式、数据格式、照明光源都未
考虑到文物应用的具体条件。光谱图像分析处理
软件基本面向航空航天遥感应用领域，与文物领
域应用需求有一定差异。目前我国文物保护领域
对光谱成像装备有着迫切的技术需求，光谱成像
设备的国外垄断阻碍了光谱成像技术在文保领域
的推广使用。

高光谱成像技术在文保领域的应用包括：区
分和识别材料，揭示模糊的或被遮蔽的特征，识
别古迹上的字迹；研究艺术品的绘画特点以及所
用材料，复原损坏的艺术品；监控绘画光漆降解
过程，探测退化标志和研究环境的影响；保护艺
术品以及揭示艺术品的历史渊源；检测分析地表
异常，辅助确定考古发现。

以高光谱成像技术应用于壁画的保护与修复
来说，利用光谱成像原理对壁画进行多波段光谱
成像，可以对壁画的现存色彩、壁画病害表现特
征、颜料组成、绘画技法做科学且翔实的无损调
查和记录。光谱摄影在壁画现状调查及绘画技法
研究中的应用是可行的，可将壁画病害直观化，
有助于了解壁画病害的现状信息，为壁画保护修
复、病害预防提供了现实的依据。

又如在遥感考古中的应用。遥感技术能够反
映地面及近地表面地物的光谱特征。遥感考古是
通过遥感探测到的地面异常来发现文物遗存。文
物遗存影响它们对太阳辐射能的吸收和发射及其
热发射特性，能引起表面地物波谱特征的微弱变
化，从而成为遥感考古的主要探查标志。研究表
明，在没有任何地面“常规”考古线索情况下，
利用高光谱遥感方法进行考古是有效的；高光谱
遥感技术能探测和识别微弱的地物光谱异常，值
得进行考古应用深入研究；高光谱遥感考古在土
壤裸露且经过较长时间暴晒后效果最好。

光谱成像技术要在文物保护领域发挥更大的
作用，需要硬件设备的有力保障，同时需要设备
研发单位和文物专业单位的紧密配合，针对文保
应用共同探索、开发相关技术和设备。

（作者单位：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流体物理研
究所）

国内城市园林绿化相关管理部门为了对城市
园林绿化建设进行整体规划、实地建设、成就展
示等，需要制作大量的城市绿地沙盘模型。但
是，现有实体沙盘受到空间的局限需要经过大比
例的缩小，因此只能获得固定的鸟瞰形象，无法
以多视角来感受城市绿地空间；另外，受到本身
制作方法的限制，使其在局部细节的表现力上受
到限制，且展现出来的内容也相对较少。

在展示城市绿地系统规划成果方面，数字沙
盘弥补了实体沙盘的不足。利用三维地理信息技
术和立体投影技术以及相关的工程学和美学，将
城市直接展示在一个巨大的立体投影空间里，通
过声、光、电、图像、三维动画以及计算机程控
技术与实体模型相融合。借助于这种方法，人们
不仅可以看到城市的全貌，还能够看到城市的每
一个建筑细节。

城市绿地不同于城市中其他的基础设施，本
身具有生命特征和季相变化等，在当前的数字沙
盘技术中，在展示城市绿地系统时多无法体现其
特点，因此在城市专项规划中达不到很好的展示
和研究效果，动态反映绿地系统时空变化方面存
在改进的空间，因此需要在整合现有数字沙盘展
示技术的基础上，研究能容纳并适合展示城市绿
地系统的数字沙盘。

城市绿地系统数字沙盘的研发思路如下：
整个系统是一个完整而开放的系统，系统采

用信息数据库管理底层，按需展示为表现层
进行搭建；为底层数据库的文件格式、类型
进行数据建库；将来实现用户自主添加，修
改数据；表现层以互动形式为主，观众通过
人机交互装置设备，在数字沙盘展示载体上
友好访问数据库内数据。

本系统将建成中国所有园林城市、生态
园林城市的基础数据库，其中包括各城市整
体和重点园林绿化区域的三维模型场景、有
关绿地建设和规划的专题信息以及与之相关
的主题介绍影片（当前先以北京作为核心范
例，以上海、唐山作为拓展范例，未来可以
不断扩充城市范围）。
通过严密论证的系统解决方案，加入量身定

做的应用开发模块，将我们的自主软件、专业的
图形数据处理集群与可靠的音视频展示设备的功
能充分激发出来。从而精准又美观地剖析各城市
绿地结构、布局和作用，展示绿地分布现状与规
划前景，导览整体生态绿化效果和局部重点绿地
公园。

数字沙盘互动展示系统的建设是一项集成了
现代信息技术，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3S”
技术、通信技术、系统集成技术、信息安全技术
和数字展示技术，综合性、精密性并重的系统工
程。它既要求各软硬体模块之间的严格兼容与逻
辑自洽，以保证系统运行的平稳可靠，也要求具
备一定的开放性和弹性，以满足客户的个性化需
求，并提供内容扩展与更新的功能。

针对“中国现代城市绿地系统”这一展示题
材，在保留常规系统方案的核心优势的同时，也
对它进行了定制化调整，开发、加载了一些全新
的功能模块，使展示方法与内容题材更加契合，
用户体验更加友好，运行后的维护与更新更加便
捷。

我们通过整合相关的互动展示技术，完成了
项目第一期计划中的全部任务，该展项在中国园
林博物馆近现代园林展厅中成功应用，取得了良
好的展示效果。

（作者单位：中国园林博物馆）

触觉是人类认知世界的基本感知之一，是
人类与世界直接交互的首要通道。目前，虚拟
现实技术虽然已经能够在博物馆中建立惟妙
惟肖的三维视觉环境，但仍不能满足观众日益
高涨的互动体验需求。观众渴望能在看到藏品
的同时，还能够触摸到藏品，感知藏品的软硬、
纹理、粗糙度和柔韧性等其他非视觉信息，更
深层次地理解藏品的内涵。

在数字化快速发展的时代，虚拟触觉技术
应运而生，它可以让观众“触摸”博物馆藏品，
让藏品变得“触手可及”。

虚拟触觉技术属于计算机、机械、测控、力
学、心理学和认知学等多学科交叉领域，在博
物馆互动体验中，这种技术的革命性在于把指
令性人机交互变成了触觉式人机交互，使得观
众可以真实地“触摸”到平时不可能触摸的藏
品。

在国家863计划（2013AA013703）、国家自
然科学重点基金（61332017）、浙江省自然科学
基金（LY14F020048）资助下，浙江理工大学虚
拟现实实验室和上海尚特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致力于虚拟触觉技术在国内外博物馆互动体
验中的研究和推广应用，目前已研发出我国具
有独立自主知识产权的图像触觉感知系统，其
核心技术包括基于质子弹簧模型的柔性纹理
图像力触觉生成方法，双交互触点力触觉生成
方法，基于五要素的刚性纹理图像力触觉生成

方法等。
虚拟触觉在博物馆中的应用，以一

件织物的触觉感知为例，如图所示，展
示了图像触觉感知系统的功能。用户可
以用两个手指操作和感知虚拟织物，在
触摸、按压或牵扯虚拟织物时，既能观
察到虚拟织物的变形，又能感受到虚拟
织物的手感，体验逼真的虚拟织物触摸
过程。

图像触觉感知系统可以感知博物馆
各种各样的藏品，如碑刻的雄健粗犷、雕
塑的刚劲柔滑、铜鼎的神秘纹饰、油画的
气韵笔触、书法和国画的艺术美等等。

虚拟触觉可以缓解藏品保护与观众
触摸之间的矛盾。虚拟触觉对博物馆而言，既
能够拉近观众与藏品之间的距离，又能够保护
藏品不受毁损，给观众创造亲手触摸“藏品”的
机会和条件，让观众体验和感受藏品内在的文
化底蕴。

虚拟触觉可以为博物馆与视力障碍观众
之间架起桥梁。对于盲人而言，虚拟触摸是一
种行之有效的方法，可以帮助他们认知博物馆
藏品，拓宽与世界的接触范围，提升审美情趣
并愉悦身心。因此，虚拟触觉技术也使得为盲
人建立实物或虚拟的博物馆成为可能。

虚拟触觉给观众提供一个全新的互动体
验，可以提高博物馆展览的互动性、沉浸性和

趣味性。
虚拟触觉可以超越时间和空间，有助于博

物馆藏品的推广和文化的传承与传播。把博物
馆藏品进行数字化，通过网络做跨时空的传
播，人们以虚拟的方式与远程藏品进行触觉交
互，实现了跨时空的心理感受。进而虚拟触摸
传递藏品的文化内涵，传扬历史文明，促进文
化的有效传播。

此外，虚拟触觉在考古、藏品鉴定收藏的
教学和训练中，也能发挥出独特的技术优势，
使得训练更加真实，操作更加逼真，教学更加
高效，同时没有任何风险。

（作者单位：上海尚特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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