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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考古发掘现场，要将极脆弱的文物安全提取并搬迁到实验室具有一定难度，首先必须对文物进行临时

加固，然后才能搬迁。近几年来，一类革命性的挥发性临时固型材料已被成功应用于发掘现场文物的提取，例如

薄荷醇、环十二烷等。但是，这些材料是否能用于潮湿的考古发掘现场? 它们的工作性能如何? 这些问题都需

要研究。为此，本研究选用薄荷醇、香豆素、乙基麦芽酚三种天然香料和环十二烷作为研究对象，从材料的工作

性能、施工工艺和对文物的安全性三方面进行了定量测定，并在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良渚工作站进行了现场

小实验。研究结果可以为考古或保护工作者在潮湿发掘现场提取脆弱文物时选择合适的临时固型材料提供参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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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在考古发掘现场，往往有许多脆弱文物或遗迹

需要原状提取、搬运至实验室，然后在具备条件的实

验室中完成加固保护。将脆弱文物完整提取至实验

室这一过程已成为脆弱文物保护工作中最关键的一

环［1］。近几年来，一类革命性的挥发性临时固型材

料已被成功应用于发掘现场文物的提取，例如薄荷

醇和环十二烷等。因为控制它们的挥发速度就能轻

松、可控、最后零残留地完全去除［2 － 5］。但是，这些

材料是否能用于潮湿的考古发掘现场，它们对文物

的安全是否有影响，临时固型材料的工作性能有何

差异，最佳施工工艺如何等都需要应用基础研究，以

便考古或保护人员根据现场需要进行选择。目前，

挥发性临时固型材料的基础研究还刚刚起步，临时

固型材料在潮湿环境的应用受到质疑，国内外还没

有它们之间相互比较的研究报道。为了全面了解现

知挥发性临时固型材料的性能，本工作选用薄荷醇、
香豆素、乙基麦芽酚三种天然香料和环十二烷作为

研究对象( 表 1 ) ，通过测定这四种挥发性固型材料

的最佳熔融温度，考察在干湿两种条件下对无强度

文物材质的渗透深度和提取质量，同时测定固砂强

度和收缩率等性质，以从材料的工作性能、加固施工

工艺和对文物的安全性三方面进行综合比较。为验

证实验室的测定结果，又在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良渚工作站对钟家港古河道遗址出土的编织物残片

进行了现场提取小实验。

1 实验材料和方法

1． 1 实验材料

实验仪器: 德国 IKA 公司产的磁力搅拌机 ＲCI
basic S 25，深圳华盛昌机械实业有限公司的迷你型

红外线测温仪 DT － 812，深圳新三思计量技术有限

公司万能力学测试机 CMT 5205，Olympus CX 23 显

微镜。
实验试剂: 阿拉丁试剂公司纯度 98% 薄荷醇，国

药化学试剂纯度≥99% 香豆素，SIGMA － ALOＲICH
公司纯度≥99% 乙基麦芽酚，东京化成工业株式会

社纯度 ＞ 99%环十二烷，四种材料的常规结构性能

数据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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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四种挥发性临时固型材料的基本性质［6 － 7］

Table 1 Basic properties of four kinds of consolidation materials

固型材料 分子量 结构式 熔点 /℃ 比重
毒性

大鼠经口 LD50( mg /kg) 小鼠经口 LD50( mg /kg)

薄荷醇 156． 27 42 － 44 0． 890 3300 3400

香豆素 146． 14 68 － 70 0． 935 293 196

乙基麦芽酚 140． 14 89 － 92 1． 261 150 无

环十二烷 168． 32 60 － 61 0． 871 无 5000

极脆弱文物模拟介质: 石英砂( 厦门艾思欧标

准砂公司) ，果木炭粉( 商品) ，栎树木屑( 商品) ，良

渚土粉( 取自浙江良渚遗址) 。分别按要求目数过

筛备用。纯蚕丝电力纺( 商品) 。
1． 2 实验方法

1． 2． 1 固型材料最佳熔融温度测定 实验如下三

个步骤。
1) 将 60 ～ 100 目石英砂倒入直径 125mm 结晶

皿中，高度接近结晶皿口沿，敲击桌面 50 次使砂紧

密且表面平整，在砂表面铺好纱布，置于 25℃ 恒温

平台上。
2) 将 2g 固型材料分别加热至高于其熔点 10、

20、30、40、50℃的五个温度节点，然后平稳倾倒在结

晶皿中纱布( 先称重，记为 M0 ) 的中央部位，待液体

渗透固化，将纱布连同被固化的砂块一并提起，称重

( 记为 M1 ) 。
3) 计算提取的砂的重量，以最大提取砂量( 扣

除固型材料和纱布的重量) 时的熔融温度作为该种

固型材料的最佳熔融温度。
1． 2． 2 固型材料的提取质量及渗透深度测定 实

验如下步骤。
1) 筛选出一定目数范围的砂( 30 ～ 40 目) 、土

( 40 ～ 100 目) 、木炭粉( 20 ～ 30 目) 和栎木粉( 40 ～
100 目) 。再根据含水率( m% = 水的质量 / ( 水 + 砂

或土或木炭或栎木) ) 要求，分别称量待加固介质

( 砂、土、木炭粉、栎木粉) 和去离子水，置于自封袋

中混匀，密封 24h 后使用。
2) 将上述不同目数、不同含水率的待加固介

质分别倒入结晶皿中，敲击桌面 50 次使其紧密且表

面平整，在介质表面铺好纱布，置于 25℃ 恒温平台

上。
3) 将 2g 固形材料加热至最佳熔融温度，然后

平稳倾倒在纱布中央，待液体完全固化后，将纱布连

同样块一并提起，称重得到提取质量( 扣除固型材

料和所含水分) ，记为 M; 用游标卡尺测量固化样块

的厚度，即最大渗透深度，记为 H。
1． 2． 3 加固砂强度测定 实验步骤如下。

1) 将固型材料和 30 ～ 40 目砂预热至最佳熔融

温度后，混合搅拌均匀后快速填入钢制模具中，压

实，表面铲平。
2) 将模具放入 1℃冷藏箱中冷却，待砂块完全

固化后脱模，用自封袋密封，做好标注，放入 － 20℃
冷冻箱中保存。

3) 取出砂块，恢复至室温，用万能力学测试机

测定抗压强度，记录数据。
1． 2． 4 加固后强度失效速率测定 实验步骤如

下。
1) 按照 1． 2． 3 的方法制备固型材料加固的砂

块。
2) 将砂块用 Parafilm 膜包裹，只留一面敞开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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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挥发面，置于恒温培养箱( T = 35℃，ＲH = 50% ) 中

30d，分别在第 0，5，12，20 和 25d 测试样块的抗压强

度。
1． 2． 5 固型材料收缩率测定 实验步骤如下。

1) 将加热至最佳熔融温度的固型材料一次

性注满 20℃ 的 8mL( 20mm × 20mm × 20mm) 钢制

模具内，液面与模具上沿平齐，待固型材料完全

固化。
2) 称量固化后固型材料样块的重量( M1 ) ，向

固型材料收缩后中央形成的凹孔中滴入无水乙醇，

至液体平面与固体样块四壁处于同一水平，称量此

时的重量( 记为 M2 ) ，计算固型材料的收缩率: 收缩

率 = ( M2 －M1 ) /ρ乙醇 /8。
1． 2． 6 固型材料凝固过程缩皱现象观察 将加热

至最佳熔融温度的固型材料滴一小滴到纯蚕丝电力

纺纱布表面，待其固化成型后置于 100 ～ 400 倍光学

显微镜下观察固型材料边沿纯蚕丝电力纺细小丝线

的缩皱现象。
1． 2． 7 三次浇注工艺实验 实验步骤如下。

1) 将加热至最佳熔融温度的 8g 固型材料分三

次注入 20℃模具中。操作时，待前一次浇注的熔体

固化后再浇注下一次，分三次操作直到注满。完全

固化后脱模，并将样块用自封袋密封后置于 － 20℃
冷冻箱保存。

2) 取出样块，恢复至室温，用万能力学测试机

测定抗压强度，记录数据。
1． 2． 8 潮湿古河道遗址编织物残片揭取小实验

实验步骤如下。
1) 在待揭取的编织物残片遗迹上铺上白色纱

布。
2) 将所用固型材料分别置于烧杯中，称量，

用自发热热水浴加热至 90 ～ 100℃，取出，待冷却

到固型材料的最佳熔融温度附近时，用刷子蘸取

熔融液涂覆到白色纱布上，待固型材料渗透并完

全固化。
3) 用小铲子将包裹了编织物残片的固化体与

下面的大块淤泥分割，并整体带土提取，翻转使原底

面向上，然后用细小流水清除掉提取物背面的淤泥，

直至露出编织物残片，拍照。

2 结果与讨论

2． 1 实验结果

2． 1． 1 最佳熔融温度 室温下挥发性临时性加固

材料的使用，首先需要知道材料的熔点和最佳熔融

温度，以便于考古现场使用。根据 1． 2． 1 的实验步

骤可测得薄荷醇、香豆素、乙基麦芽酚和环十二烷四

种固型材料在不同熔融温度下对砂粒的提取质量，

结果见图 1。

图 1 四种固型材料在不同熔融温度下

对砂粒的提取质量

Fig． 1 The quality of extracted sand of four
kinds of solid materials at different

melting temperatures

从对砂粒的最大提取质量可知，薄荷醇最佳

熔融温度在 60 ～ 80℃ 之间，香豆素在 90 ～ 110℃
之间，环十二烷在 90 ～ 110℃ 之间，乙基麦芽酚在

120 ～ 140℃之间。再结合实际操作要求，熔融固型

材料所需温度越接近室温，操作越方便和安全。因

此，最佳熔融 温 度 确 定 为 薄 荷 醇 60℃，环 十 二 烷

80℃，香豆素 90℃，乙基麦芽酚 120℃。即平均高

于固型材料熔点约 20℃ 作为最佳施工工艺温度。
考古发掘现场在不同的温度条件下可以选择不同

的固型材料，但是从实际应用角度看，考古现场往

往缺电，要获取 120℃ 的加热条件比较困难。另外

考虑到许多生物质材料在 60℃以上 DNA 会受到严

重破坏，因此一般野外环境下选择薄荷醇更加安全

和节能。
1． 1． 2 对不同干湿介质的提取质量和渗透深度

考古现场需要提取的材料种类很多，同时往往处于

潮湿状态。使用果木炭粉代表已碳化的脆弱有机质

文物，使用栎树木屑粉代表没有任何强度的有机质

文物材料，用良渚土粉和石英砂代表无粘结力无机

质文物材质。根据 1． 2． 2 的实验步骤操作，可测得

薄荷醇、香豆素、乙基麦芽酚和环十二烷四种挥发性

固型材料在含水率不同文物介质上的提取质量，见

图 2。渗透深度见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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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材质为 30 ～ 40 目的石英砂，湿砂含水率为 10% ; b 材质为 40 ～ 100 目的良渚土粉，湿土含水率为 10% ;

c 材质为 20 ～ 30 目的炭粉，湿炭粉含水率为 50% ; d 材质为 40 ～ 100 目的栎木粉，湿栎木粉的含水率为 50% )

图 2 四种固型材料在不同材质上的净提取质量

Fig． 2 The quality of extracted material of four kinds of consolidation materials on different materials

( a 材质为 30 ～ 40 目的石英砂，湿砂含水率为 10% ; b 材质为 40 ～ 100 目的良渚土粉，湿土含水率为 10% ;

c 材质为 20 ～ 30 目的炭粉，湿炭粉含水率为 50% ; d 材质为 40 ～ 100 目的栎木粉，湿栎木粉的含水率为 50% )

图 3 四种固型材料在不同材质上的渗透深度

Fig． 3 Penetration depth of four kinds of consolidation materials on different materi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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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 2 和图 3 可以发现:

1) 在四种固型材料中，薄荷醇对砂、土、木炭、
栎木四种介质的提取质量都是最大的，渗透能力也

最强，尤其对于潮湿状态的介质，其对砂和土的提取

质量要比环十二烷高出数倍。香豆素的提取质量和

渗透能力要弱于薄荷醇，但好于乙基麦芽酚和环十

二烷，对潮湿状态的介质有一定适应性。因此，薄荷

醇和香豆素应该能够应用于比较潮湿的考古现场。
但是，香豆素的最佳熔融温度在 90℃ 左右，更适合

于高温环境条件和比较耐热的文物材质使用。
2) 环十二烷在渗透深度和提取质量上比其他

几种固型材料都要逊色，尤其是对于潮湿状态的介

质。环十二烷具有疏水性，明显不适合用于提取含

水率较高的文物。
2． 1． 3 加固砂块的抗压强度 使用固型材料加固几

乎无任何粘结力的砂粒，可以测出其加固强度。这对

加固以后文物的搬迁和抗破损具有一定意义。根据

1． 2． 3 的实验步骤，测得薄荷醇、香豆素、乙基麦芽酚、
环十二烷四种固型材料加固砂块的抗压强度，见图 4。

图 4 四种固型材料加固石英砂的抗压强度

Fig． 4 Compressive strength of sand block reinforced by
four kinds of consoildation materials cumarin

从图 4 可以看到: 在这四种固型材料中，环十二

烷加固的抗压强度最高，香豆素加固的抗压强度次

之。薄荷醇与乙基麦芽酚加固的抗压强度低一些。
当然，实际应用中可通过增加固型材料的使用量或

添加支撑物来弥补，例如将被提取物包裹纱布以后

再加固，其抗折强度将大大增加。
2． 1． 4 临时固型材料的失效速率 临时固型材料

的挥发速率是其用于考古现场提取、搬运和实验室

去除的关键特性。根据 1． 2． 4 实验方法可得临时固

型材料的失效速率，见图 5。
由图 5 可以看到: 在相同环境条件下，薄荷醇在

0 ～ 5d 内挥发速率较快，强度降低明显，5d 后已降到

图 5 四种固型材料加固砂块失效速率折线图

Fig． 5 A line chart of the Failure law of sand block
reinforced by four kinds of consoildation materials

原强度的 1 /2，约 25d 后强度基本丧失。环十二烷

在 0 ～ 20d 呈现线性失效规律，挥发速率较快，20d
之后失效速率逐渐平缓，但仍维持一定残余强度。
乙基麦芽酚在 0 ～ 12d 内呈现强度平缓降低趋势。
只有香豆素的实验结果较为异常，在前 0 ～ 20d 中，

强度呈现上升趋势，直至 25d 后才呈现下降趋势。
可能的原因是香豆素材料在 35℃ 的恒温箱中放置

期间改善了固型材料在砂块中的分布，使整体抗压

性增加。由于固型材料的挥发速率与环境温度和气

相扩散浓度梯度有关，因此可以通过升温和通风等

措施进行加速或控制。
2． 1． 5 固型材料固化时的收缩率 临时固型材料

使用时的膨胀性会严重影响脆弱文物的结构，很可

能破坏文物。根据 1． 2． 5 的实验步骤，测定薄荷醇、
香豆素、乙基麦芽酚和环十二烷四种临时固型材料

从熔融状态冷却固化后的收缩率，见图 6。

图 6 四种固型材料收缩率柱状图
Fig． 6 The bar graph of the contraction percentage

of the four kinds of consoildation materials

从图 6 可以看到，四种临时固型材料从熔融状

态冷却固化时都是收缩的。相对于材料膨胀，收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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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对文物结构的破坏性较小，其中环十二烷的收

缩率相对最小，为 3． 73% ; 薄荷醇次之。
2． 1． 6 在纯蚕丝纺织品上固化的显微观察 为了解

和比较四种临时固型材料冷却固化时对极脆弱文物

安全性的影响，按照 1． 2． 6 的缩皱观察实验步骤，可

得如下实验照片( 图 7) 。

A． 薄荷醇; B． 环十二烷; C． 香豆素; D． 乙基麦芽酚

图 7 四种固型材料熔化后滴在纯蚕丝纺织品上

固化的显微照片

Fig． 7 Micrographs of four kinds of consolidation materials
after melting on pure silk textiles

四种固型材料熔融后滴在蚕丝纱布上，固型材

料会沿蚕丝纤维渗开，冷却后附着在蚕丝纤维上固

化结晶。显微镜下仔细观察可以发现( 图 7) ，四种

固型材料都没有使纤维发生明显弯曲变形。其中，

薄荷醇( 图 7A) 的针状结晶物的直径比蚕丝还细。
完全没有影响蚕丝纤维的伸展性。能够微弱看出蚕

丝纤维弯曲变化的是乙基麦芽酚 ( 图 7D) 。总体

看，固型材料在固化时对文物不会产生一般显微镜

下可识别的结构破坏。
2． 1． 7 一次浇注与三次浇注强度比较 为探讨四

种临时固型材料的最佳使用工艺，根据 1． 2． 7 实验

步骤得到四种临时固型材料一次与三次浇注的抗压

强度，见图 8。
从图 8 可以明显看到，对于薄荷醇来说，三次浇

注的抗压强度几乎比一次浇注高出一倍，说明在应

用中采用多次涂刷的工艺会有更好的加固效果，或

者说会更节约材料。对于环十二烷来说，三次浇注

与一次浇注的抗压强度差不多，都有很好的强度，因

此多次涂刷不会增加多少强度。乙基麦芽酚的加固

强度相对于其他三种材料要小许多，韧性也较小，除

图 8 四种临时固型材料一次与三次浇注抗压强度对比

Fig． 8 The compressive strength of the blockage
consisted of four kinds of consolidation materials

by one or three times pouring

非高温环境或特殊需求，在加固性能上没有优势。
香豆素的情况比较特殊，多次加固反而强度较低，其

加固强度高于薄荷醇低于环十二烷，加固使用时最

好一次涂布成型。
2． 2 钟家港古河道遗址编织物残片现场提取小实

验

钟家港古河道遗址现场见图 9，实验 样 块 见

图 10。

图 9 钟家港古河道遗址现场

Fig． 9 Construction site of the ancient river road site

从图 10( A) 可以到，从钟家港古河道遗址打包

整块取回的编织物残片附着在淤泥上，处于高度潮

湿状态。
首先，因发掘现场电源受限，自发热热水浴无法

将乙基麦芽酚加热到 120℃ 的最佳熔融温度，加上

在前面工作性能和安全性实验中乙基麦芽酚并无优

势，因此乙基麦芽酚在现场实验中被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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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揭取前高度潮湿的文物遗迹; B． 薄荷醇揭取样块;

C． 环十二烷揭取样块; D． 香豆素揭取样块

图 10 织物残片现场提取小实验照片

Fig． 10 The fabric pieces on soil relics and effect of
three kinds of curing agents

按照 1． 2． 8 的实验步骤，使用环十二烷作为临

时固型材料，结果如图 10( C) ，环十二烷由于高度疏

水性，根本无法渗入潮湿的淤泥和饱水的编织物残

片，固化在纱布表面。很明显，环十二烷对高度潮湿

的文物没有固型加固能力。
同样，按照 1． 2． 8 的实验步骤，使用薄荷醇提取

的结果见图 10( B) ，使用香豆素提取的结果见图 10
( D) ，这两种固型材料能够很好地应用于潮湿淤泥

中几乎饱水的编织物残片的提取。这一结果也与

2． 1． 2 对湿材提取质量及渗透深度的实验结果( 图 2
～ 3) 一致。

3 结 论

通过对四种挥发性临时固型材料的定量化实验

比较，可以得到如下结论:

1) 固型材料工作性能。薄荷醇具有较好的亲

水性、较高的渗透深度及较强的提取能力，固砂强度

也较好，适合于潮湿考古发掘现场脆弱文物的临时

固型和提取。香豆素的工作性能仅次薄荷醇，固砂

强度更高一些，也能用于考古发掘现场含水脆弱文

物的临时固型。环十二烷尽管具有良好的固砂强度

和韧性，可用于干燥文物的固型加固，但是对潮湿介

质的渗透性和提取能力极差，例如对潮湿的淤泥和

饱水的有机质文物没有渗透加固作用。乙基麦芽酚

对潮湿介质的渗透深度及提取能力与环十二烷接

近，因此也不适合于潮湿文物的现场加固和提取。
2) 操作施工工艺。薄荷醇具有较低的最佳熔

融温度，但韧性稍差，多次加固的强度效果更好，因

此可采用覆盖纱布和多次涂覆的加固工艺。香豆素

的最佳熔融温度稍高一些，固砂强度也更高一些，多

次涂覆的加固效果还不如一次涂覆。乙基麦芽酚的

最佳熔融温度过高( 120℃ ) ，难以在考古现场安全

应用。环十二烷凝固过程收缩性较小，多次加固差

别不大。从相同条件的去除速率看，薄荷醇的挥发

速率最快，环十二烷次之，乙基麦芽酚较慢，香豆素

的实验结果较为特别，挥发速率先增后降。
3) 文物安全性方面，四种临时固型材料的凝

固都是收缩过程，其中环十二烷收缩性最小。通过

对蚕丝织物的滴凝实验，四种临时固型材料均未发

现明显的缩皱现象，尤其是薄荷醇和环十二烷，看不

到任何使蚕丝弯曲的现象。总体看，四种挥发性固

型材料的结晶固化都不会对脆弱文物产生破坏。
4) 生物安全性方面，薄荷醇、香豆素、乙基麦

芽酚都是天然香料，除熔融时刺激性气味较大外，生

物毒性小。环十二烷气味小，但据报道具有易生物

富集和难降解等问题。本实验室正在对这四种挥发

性固型材料进行生物毒性实验和生物富集实验，具

体将另文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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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ative study of volatile solid materials used in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s
having moist environ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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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Beiji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University，Beijing 100083，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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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 sites，it is often difficult to extract extremely fragile cultural relics and move
them to laboratories． First of all，cultural relics must be reinforced temporarily before being relocated． In recent
years，new revolutionary types of volatile solid materials for temporary reinforcement，such as menthol and cyclodo-
decane，etc． ，have been successfully applied in some excavation sites． However，there are still some issues to be
addressed． For example，can these materials be used in highly moist archaeological sites? How is their working per-
formance? In this study，in terms of the working properties of the materials，and the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and
safety of cultural relics，menthol，coumarin，ethyl maltol and cyclododecane were selected as materials for study in
a small field experiment carried out at the Liangzhu work station of the Cultural Ｒelics and Archaeology Ｒesearch
Institute of Zhejiang Province． This work could serve as a reference for archaeological or conservation workers who
wish to select suitable temporary reinforcement materials to extract extremely fragile cultural relics in moist excava-
tion sites．
Key words: Fragile cultural relics; Temporary reinforcement material; Menthol; Cyclododecane; Moist environ-
ment; Saf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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