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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代替DA/T

 

25—2000《档案修裱技术规范》,与DA/T
 

25—2000相比,除结构调整和编辑性

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将本文件适用范围由“纸质(缣帛)档案”更改为“纸质档案”(见第1章,2000年版的第1章);
———增加了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见第2章、第3章);
———更改了辅助设备和工具(见第5章,2000年版的第3章);
———增加了拍照、预处理、装订材料、局部加固的规定(见第7章、第8章);
———更改了修裱原则、修裱材料、修裱后的装订、小麦淀粉浆糊制作要求(见第4章、第6章、第8

章、附录A,2000年版的第2章、第4章、第7章、附录B);
———删除了密闭式干燥房、热压机械、修裱用料类型、挖补、倒干、档案揭补技术、丝网加固、地图托

裱、精装、毛装内容(见2000年版的第3章、第4章、第6章、第7章);
———删除了附录A、附录C(见2000年版的附录A、附录C)。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国家档案局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档案学院、中央档案馆档案资料保护部。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张美芳、黄丽华、吕晓芳、李冰、王亚亚、徐家泉、刘伟民。
本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2000年首次发布为DA/T

 

25—2000。
———本次为第一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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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修裱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纸质档案手工修裱原则、设备工具、材料、技术、质量及管理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各级各类档案馆、档案室,其他纸质档案保管机构参照使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

本文件。

DA/T
 

22—2015 归档文件整理规则

DA/T
 

64.1—2017 纸质档案抢救与修复规范 第1部分:破损等级的划分

DA/T
 

64.2—2017 纸质档案抢救与修复规范 第2部分:档案保存状况的调查方法

DA/T
 

64.3—2017 纸质档案抢救与修复规范 第3部分:修复质量要求

DA/Z
 

64.4—2018 纸质档案抢救与修复规范 第4部分:修复操作指南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修裱 mounting-repairing

利用匹配纸张和黏合剂对破损档案进行修补、托裱,以恢复或增加其强度和耐久性的技术。

3.2 
  修补 repairing

选择与破损档案纸张厚度、纹理、颜色、原料等相同或相近的补纸,用黏合剂粘补,使档案尽可能恢

复完整的技术。
  注:

 

主要包括局部补缺、补裂、加固、接边等技术。

3.3 
  托裱 mounting

将一层或一层以上的纸张通过黏合剂贴覆于严重破损的档案之上,进行整体加固的技术。

3.4 
  装订 binding

将分散的档案纸张整理后以订线、黏合等方式订联成卷、册等形式的操作。

4 修裱原则

档案修裱宜遵循以下原则:

a) 保持档案原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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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最小干预;

c) 可逆性原则;

d) 适宜性原则。

5 修裱设备和工具

5.1 工作台

5.1.1 裱台

用于进行破损档案的托裱、修补等技术操作的工作台。台面应平整光滑、形状稳定、耐水浸,台面厚

约10
 

cm。裱台尺寸可根据实际需要而定。

5.1.2 拷贝台

用于进行破损档案的拼接、修补等技术操作的工作台。宜采用亮度可调、无频闪的冷光源。有固定

式的玻璃灯箱式拷贝台,也可将移动式拷贝板置于普通工作台上使用。

5.2 干燥设备

5.2.1 大墙

大墙固定在墙壁上,表面平整光滑,可在大墙上以挣平的方式对档案进行干燥,大墙的规格根据修

裱工作室墙壁高度和宽度而定。
纸质大墙以木格(制作木料以杉木为佳)为框架,表面由多层纸张糊成,适用于气候干燥地区。
木质大墙以木格(制作木料以杉木为佳)为框架,木框上钉合适的木板或胶合板,适用于气候潮湿

地区。
大墙应避免阳光直射,裱件下墙后应及时清除大墙表面残留的纸屑。

5.2.2 壁子

壁子是可移动的干燥设备(制作木料以杉木为佳),可在壁子上以挣平的方式对档案进行干燥。壁

子既可挂于空中,又可安置于轨道上形成活动式壁子。活动式壁子根据结构不同一般分为门扇式与直

拉式。
气候干燥地区的壁子与纸质大墙类似,气候潮湿地区的壁子以木板作为张贴平面。
壁子应避免阳光直射,裱件下墙后应及时清除壁子表面残留的纸屑。

5.2.3 压板

压板是由木料或中密度板制成的压平干燥工具,要求平整洁净、形状稳定、透气性佳。压板加吸水

纸并覆压铅砣等重物可将档案压平干燥,适用于不宜上墙干燥的档案。

5.3 修裱工具

5.3.1 棕刷

棕刷主要用于排实、上墙等工序,以软硬适中、具有弹性、整齐结实为宜。使用前需事先处理。

5.3.2 排笔

排笔主要用于润水、上浆等工序,由若干支竹管羊毛笔并排连接而成。小排笔以12管为宜,大排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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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18管~24管为宜。刷毛应柔软、整齐、具有弹性。

5.3.3 启子

用以启、揭贴在墙面上的档案托件等,多由坚韧的毛竹或牛角等削制而成,呈宝剑形,尖端为半圆

形,前半部薄韧光滑,后半部逐渐粗厚。

5.3.4 压平机

用于压平修裱后的档案,分为手动式与电动式等,可根据实际需要选用。

5.3.5 针锥

用于扎眼、转边、挑揭裱件。

5.3.6 筛箩

用于过滤浆糊,宜用40目~50目钢丝箩。

5.3.7 切纸机、裁刀、裁板、裁尺

以上工具用于裁切补纸、托纸及修裱后的档案。

5.3.8 锥板、铁锥

用于手工装订打眼。

5.3.9 其他工具

盆、碗、镊子、毛笔、喷水壶、剪刀、马蹄刀、斜刀、调粉刀、刮子、排刷、广刷、油画笔、不褪色的毛巾等。

6 修裱材料

6.1 修裱用纸

6.1.1 一般要求

修裱用纸应满足以下要求:

a) 不含有害杂质,具有较好的耐久性;

b) 呈中性或弱碱性,7≤pH≤8.5;

c) 纤维交织均匀,具有合适的物理强度;

d) 不含油、蜡、矾等物质,具有亲水性。

6.1.2 修裱用纸的选择

修裱用纸应根据档案纸张特征、破损状况、修裱方法等进行选择:

a) 用于档案补缺、接边的纸张,应具有与档案纸张相似或相同的厚度、颜色、质地和强度;

b) 用于档案补裂、局部加固、托裱的纸张应尽可能薄软、柔韧;

c) 用于双面字迹档案托裱的纸张应具有较高的透明度;

d) 用于档案撤潮的纸张应具有较好的吸水性和湿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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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黏合剂

6.2.1 一般要求

黏合剂应满足以下要求:

a) 化学性能稳定,不含对档案有害的物质;

b) 呈中性或弱碱性,7≤pH≤8.5;

c) 黏合强度适中,黏合速度适宜;

d) 呈白色、半透明或无色透明;

e) 具有良好的可逆性。

6.2.2 黏合剂的选择

6.2.2.1 小麦淀粉浆糊为小麦淀粉兑水加热搅拌制成,其稀稠度应根据档案纸张、修裱方法等情况而

定。小麦淀粉浆糊的制作、保存和使用方法应符合附录A的规定。

6.2.2.2 羧甲基纤维素(CMC)经兑水搅拌制成,可单独使用,也可与小麦淀粉浆糊、聚醋酸乙烯酯乳

液等黏合剂以适当比例混合后使用。

6.2.2.3 装订档案时除小麦淀粉浆糊、羧甲基纤维素外,还可以选用动物胶、聚醋酸乙烯酯乳液等黏合剂。

6.3 垫膜(垫纸)

修裱严重破损档案时垫膜(垫纸)作为临时加固和支撑材料,用于起台、翻转。可选用聚酯薄膜、化
纤纸、水油纸、皮纸等。

7 修裱前期准备

7.1 登记

7.1.1 凡需修裱的档案,均应严格办理登记和交接手续。
7.1.2 登记项目包括:时间、数量、档号、交接人等。

a) 时间:档案交接日期。

b) 数量:档案卷数、件数、页数。

c) 档号:全宗号、目录号、案卷号、页号、档案门类代码、年度、保管期限、件号等。

d) 交接人:交卷人、收卷人。

7.2 拍照

修裱前对需要留存照片的档案进行拍照。照片应反映档案整体状况和局部破损细节,并作为修复

日志的内容之一保存。

7.3 检査

7.3.1 破损和保存状况

修裱前应按DA/T
 

64.1—2017和DA/T
 

64.2—2017的规定,检査待修裱档案破损和保存状况,确
定破损等级。

7.3.2 字迹材料

修裱前应按DA/Z
 

64.4—2018规定的方法,检査档案字迹材料遇水是否发生溶解、扩散等现象,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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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适用的修裱方法。

7.3.3 纸张材料

7.3.3.1 检查档案纸张的原料种类、厚度、颜色、纹理等特征,作为选择修裱用纸的依据。

7.3.3.2 按DA/Z
 

64.4—2018规定的方法,测定档案纸张酸度。

7.4 制定修裱方案

修裱前应根据档案修裱原则和质量要求,针对档案破损状况及档案纸张、字迹种类,制定修裱方案,
选择修裱材料,确定修裱方法。

7.5 预处理

档案如存在污渍、霉变、粘连、酸化等问题,应按DA/Z
 

64.4—2018规定的方法,先对其进行去污、
除霉、揭粘、脱酸等处理。

8 修裱技术

8.1 修补

8.1.1 基本要求

8.1.1.1 修补适用于档案整体强度尚可,但存在局部残缺、开裂、脆弱等的档案。

8.1.1.2 修补包括补缺、补裂、局部加固、接边等技术方法。

8.1.1.3 修补后的档案可根据需要进行润潮、压平,使修补处恢复平整。

8.1.2 补残缺

8.1.2.1 补缺

将档案正面朝下,在残缺处边缘刷稀浆糊,将补纸按照档案纸张纤维方向放在残缺处并排实,其中

大片补纸用棕刷排实,小片补纸用手掌按实。补纸搭边多以0.2
 

cm为佳,剔除多余补纸,再次排实后将

档案揭起并撤潮、压平。残缺处有字迹时应慎重处理,不应损伤字迹。
对有虫洞的档案视洞孔大小及疏密,除上述方法外,还可采用局部整补法或纸浆补洞法。局部整补

法是用补纸对相邻较近的多处虫洞进行整体补缺,适用于较为密集的虫洞。纸浆补洞法分为手工补洞

和机器补洞。前者采用滴管,后者借助纸浆补洞设备,把打碎的纸浆注入虫洞,利用纸纤维搭接虫洞边,
使其完整。

8.1.2.2 碎片缀合及补残

碎片状的档案需先拼对缀合再补缺,具体有如下两种方法。

a) 在工作台上铺一层垫膜,将档案正面朝上放在垫膜上,逐一拼对碎片,用薄纸条对破碎处进行

临时固定。然后在档案正面覆一层垫膜,将两层垫膜连同档案一同翻转,揭去背面垫膜后按照

一般方法进行补缺。补缺完成后再将档案翻转,将正面的垫膜和加固纸条揭下,晾干。

b) 在工作台上铺一层垫膜,将档案正面朝下放在垫膜上,依据档案破损形状逐一拼对碎片,然后

按照一般方法进行补缺。补缺完成后将档案翻转,将正面垫膜揭下,晾干。

8.1.3 补裂

将档案正面朝下铺在裱台上,对齐撕裂、断裂等处后刷浆,粘贴合适宽度的纸条(以薄皮纸为佳),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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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排实。

8.1.4 局部加固

档案局部发生絮化、糟朽时,可选择韧性较好的薄纸在背面进行局部加固。
将档案正面朝下铺在裱台上,将待加固处整理对齐,轻轻刷浆、覆纸,用手掌压实或棕刷排实后揭

起,置于吸水纸上晾干。也可在加固纸上刷浆,撤潮后浆面朝下放于待加固处。

8.1.5 接边

档案边缘较为脆弱且附近有字迹时,为避免字迹受损,可在边缘加粘纸条。装订边较窄时,为避免

字迹被遮挡,也可适当加宽装订边。
选择与档案质地、厚薄、颜色相近的纸张,纸条宽度视具体情况而定。在档案背面边缘涂抹约

0.2
 

cm宽的浆糊,将准备好的纸条轻轻放在涂浆处,垫纸排实。档案边缘如有残缺、撕裂等应先进行补

缺和溜口。

8.1.6 润潮、压平

8.1.6.1 润潮

润潮可采用直接喷水、隔纸喷水、湿毛巾润潮等方式,实际应用需根据档案情况选择。
直接喷水是将修补过的档案放在吸水纸上,适量喷水,使档案均匀润潮,喷水不宜过多,以免修补处

脱胶开裂或造成档案字迹洇化、扩散;隔纸喷水是将修补过的档案放在吸水纸上,并在档案正面放置一

张吸水纸后再适量喷水;湿毛巾润潮是将毛巾略微湿润后覆在档案上,使档案均匀润潮。

8.1.6.2 压平

在润潮的档案上下各垫若干张吸水纸,用压板夹住、压平。为避免发生霉变,视环境湿度条件和档

案干燥状态,经常翻动档案并更换吸水纸。

8.2 托裱

8.2.1 基本要求

8.2.1.1 托裱适用于出现严重霉烂、糟朽、絮化、脆化、破碎等导致整体强度较差的档案。局部强度较

差、破损不严重的档案不宜采用此类方法。

8.2.1.2 托裱包括湿托法和干托法,应根据档案的纸张强度、字迹洇散等状况选择合适的方法。

8.2.1.3 托纸应宁薄勿厚、宁软勿硬、宁浅勿深;浆糊宁少勿多、宁稀勿稠。

8.2.2 湿托法

8.2.2.1 适用范围

湿托法适用于字迹遇水不洇化、扩散的档案。

8.2.2.2 铺平

将垫膜刷平于裱台上,档案背面朝上铺在垫膜上,均匀喷水润潮并展平。
破碎严重的档案可选择以下两种方法进行拼对及铺平。

a) 将垫膜刷平于裱台上,档案正面朝上铺在垫膜上,将破碎处拼接对齐,喷水潮润后在正面覆盖

一张垫膜,将两层垫膜连同档案一同提起翻转,使档案正面朝下铺平于裱台上,揭去背面垫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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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将垫膜刷平于拷贝台上,档案背面朝上铺在垫膜上,借助拷贝台的光线将破碎处拼接对齐。

8.2.2.3 刷浆

用排笔在档案背面均匀涂刷稀浆糊。

8.2.2.4 上纸

将准备好的托纸用棕刷刷合在档案背面,托纸四周宜多余原件2
 

cm。上纸过程要求托纸平整、端
正,用力均匀。

8.2.2.5 排实

在档案背面垫吸水纸进行撤潮、排实。排实时应用力均匀、无遗漏。

8.2.2.6 上墙
  

在托纸四周边缘刷0.5
 

cm~1
 

cm宽的浆糊,贴在大墙等干燥设备上,使其干燥。
操作方法为:左手夹住托件左角,右手持棕刷抵住托件右角,从裱台上揭起,将托件贴在墙上(见图

1);先固定上端,再用棕刷沿左右两边刷均、刷实、刷到位,最后封下端并留启孔。

图1 上墙

档案在上墙干燥期间工作室内温度保持在14
 

℃~24
 

℃,相对湿度保持在45%~60%,避免阳光直

射和风口直吹档案。过于湿热,档案容易生霉;过于干冷,档案则易崩裂。对于质地脆弱、易发生崩裂的

档案,排实后暂不上墙,待自然晾干后,再重新喷水上墙。

8.2.2.7 下墙

将完全干燥的档案托件从大墙等干燥设备上揭离。
操作方法为:将启子从启孔处伸入,启子与纸张边缘呈45°,贴墙走动,启开底边和右边,拽住右下

角,从大墙等上揭离托件(见图2)。

图2 下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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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3 干托法

8.2.3.1 适用范围

干托法适用于字迹遇水溶解、涸化、扩散的档案。分为覆托法和飞托法。

8.2.3.2 覆托法

覆托法,又称搭托法,是在托纸上刷浆糊,然后将托纸刷覆于档案背面。操作方法为:
a) 将垫膜刷平于裱台上,档案纸张润潮、展平后正面朝下铺在垫膜上;

b) 托纸刷浆后,置于吸水纸上撤潮,然后将托纸浆面向下搭覆在档案背面,边放边用棕刷刷平;

c) 垫膜连同档案一同揭起、翻转,小心揭下正面垫膜;

d) 在档案正面垫上撤潮纸,用棕刷均匀撤潮、排实;

e) 将托件贴在大墙等干燥设备上进行干燥。

8.2.3.3 飞托法

飞托法是在托纸上刷浆,然后将档案背面刷覆于托纸之上。操作方法为:
a) 将托纸铺在裱台上,刷上浆糊;

b) 将档案放在裱台上,喷水使其稍微润潮、展平;

c) 用干净的排笔或棕刷将档案正面朝上轻轻刷合到托纸上;

d) 在档案正面垫撤潮纸,用棕刷均匀撤潮、排实;

e) 将托件贴在大墙等干燥设备上进行干燥。
双面字迹档案可以进行单面托纸加固或双面托纸加固,应选用纤维较长、透明度较好的薄纸进行托

裱,以尽可能不影响字迹的识读。

8.2.4 揭旧

档案如曾经经过整托,需要先将背面的旧托纸揭除再托新纸。在铺平的档案上适量喷水闷润,待旧

托纸与档案之间的黏性降低后,使用揭、搓、摩等方法去除旧托纸。

8.3 装订

8.3.1 基本要求

8.3.1.1 档案需要装订时,应遵循原装订形式,尽可能保留原材料;原装订形式或材料破损等不利于档

案长期保存时,可调整装订形式、更换装订材料或不再进行装订;原本未装订的档案非必要不再进行装

订,压平、整理后放入无酸档案盒内保存。

8.3.1.2 不应使用酸性纸、易锈蚀金属钉、释放有害气体的塑料封套等不利于档案长期保存的材料进

行装订。

8.3.2 装订材料

按照DA/T
 

22—2015中的要求选择装订材料。材料以丝线、棉线为宜。订线一般选择原色或白

色,也可根据需要选用对档案无害的材料适当染色。

8.3.3 一般装订程序

8.3.3.1 折页

筒子页或对开页档案按照原折缝进行对折。单开页档案不需要对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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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3.2 齐边

将档案按照原来的顺序和形式排放整齐,一般对齐地脚(或天头)和翻口(或订口)。如下脚处进行

了接边处理,可根据具体情况按照天头或下栏线等进行对齐。

8.3.3.3 压平

将整理好的档案放入压平机或用重物加压,使其平整、服帖。

8.3.3.4 裁切

经过接边处理的档案在压平后可进行整体裁切,去除多余废边。未进行接边处理的档案应保留档

案原边,不应进行整体裁切。档案边缘局部多余补纸等可在齐边前进行修剪。

8.3.3.5 配卷皮

装订时尽量使用原卷皮。无卷皮或原卷皮因纸张呈酸性等原因不宜继续使用时,可视情况结合档

案案卷形式选配合适的新卷皮。

8.3.3.6 打眼、订线

装订时尽量使用原订眼,原订眼因位置不合适、订眼破损严重等原因不宜继续使用时,可另打新眼。

9 修裱质量及管理要求

9.1 修裱质量要求

9.1.1 修裱工作不应损害档案原有记录内容及重要附带历史信息,不应使档案字迹洇化或扩散。

9.1.2 修裱工作应最大程度保留档案原有的制成材料、装帧形式等。

9.1.3 修裱后的档案应具有合适的物理强度,以利于延长档案寿命,便于未来保存和使用。

9.1.4 修裱后的档案应柔韧光洁、舒展平整,无崩裂、无变形,托纸与档案之间无空壳。

9.1.5 其他质量要求应符合DA/T
 

64.3—2017的相关规定。

9.2 修裱管理要求

9.2.1 修裱过程中须保持档案内容的完整,不应损坏、丢失、涂改档案内容,不丢失只字片纸。

9.2.2 修裱过程中须做好防火、防盗、防潮、防尘等措施,确保档案安全。

9.2.3 修裱过程中应做好文字和影像记录,建立修裱档案,将照片、档案修裱移交单、修裱质量检查单、
修裱日志等及时归档保存。

9.2.4 修裱完成后应按9.1的规定进行质量评估和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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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

小麦淀粉浆糊的制作、保存和使用

A.1 小麦淀粉浆糊的制作

A.1.1 稠浆糊的制作

小麦淀粉可直接购买。制作小麦淀粉浆糊可选择冲制法或煮制法。一般淀粉与水的比例为1∶3
~1∶5。

冲制法:将干淀粉放入盆内,加适量温水将淀粉完全浸透,充分搅拌使其均匀,形成稠糊状。然后将

开水冲入盆内,边冲边用木棒朝同一方向不停搅拌,至浆色光亮能拉出浆丝即成。
煮制法:将干淀粉放入锅内,加少量水没过淀粉,待其完全浸透后(约半小时),用木棒搅拌。向其中

加入足量水,边加热边朝同一方向不停搅拌,至浆色光亮能拉出浆丝即成。

A.1.2 稀浆糊的制作

将稠浆糊捣烂后添加不同比例凉水,并用细箩过滤后制成,其浓度适宜、黏性适中,具有良好的可

逆性。

A.2 小麦淀粉浆糊的保存和使用

制成的稠浆糊团应放入冷水或冰箱冷藏室储存,保存时间不宜超过10天,每天更换1次~2次水。
保存过程中应避免浆糊团冷冻或霉变,影响黏性。冷冻或霉变后的浆糊不能继续使用。

如需使用稀浆糊时,按照A.1.2的规定进行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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