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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文物建筑预防性保护技术规程
（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为了做好文物建筑的预防性保护工作，提升日常管理水平，

确保文物建筑安全和合理利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文物保护利用改革的若干意见》《文物保

护工程管理办法》《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陕西省文物保护

条例》，参照《古建筑保养维护操作规程》《陕西省文物建筑日

常保养维护技术导则》，制定本规程。

1.1 适用范围

本规程所指文物建筑主要包括木结构、砖石等建筑。

本规程适用于陕西省省级以上（含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中文

物建筑常见风险的预防性保护工作，突发性灾害风险预防另行规

定。

县（市）级或尚未核定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文物建筑及其

他类型建筑预防性保护可参照本规程执行。

本规程不包括文物建筑彩画、壁画、泥塑保护和安防、技防、

消防、避雷等设施设备安装。

1.2 遵循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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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建筑预防性保护应坚持“不改变文物原状”原则，不得

改变文物建筑外形、现有结构、材料、装饰、色彩及传统工艺，

不得影响文物建筑传统风貌和特征。

文物建筑预防性保护应坚持“最小干预”和“预防为主”原

则，在尽量减少对文物建筑干预前提下，坚持必要性、及时性、

有效性和可逆性原则，通过合理可行的技术措施，减小文物建筑

常见风险的产生及恶化。

第二章 术语定义

2.1 预防性保护

指对文物建筑保存状态及常见风险采取的巡查、评估和技术

措施等，从而延缓病害的发育、减少修缮次数，达到降低文物建

筑面临风险破坏的目的。

2.2 日常巡查

指通过观察、记录、拍照等手段对文物建筑的常规性巡查，

目的是及时发现、记录文物建筑保存状况、病害情况。

2.3 定期巡查

指按照一定期限通过观察、记录、拍照、摄影、现状勘察等

手段对文物建筑的全面巡查，掌握文物建筑保存状况、病害情况。

2.4 专项巡查

指因自然、气象、生物或人为因素威胁到文物建筑安全时，

有关单位开展的巡查，掌握灾害对文物建筑产生的不利影响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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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病害。

2.5 风险评估

指通过日常、定期、专项巡查记录的分析，对文物建筑健康

状况的综合性评估，为下一步文物建筑的管理、使用与保护提供

建议。

2.6 预防性保护技术措施

指对在日常、定期巡查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在预防性评估的

基础上，对文物建筑局部存在的安全风险，采取支护、保养维护、

临时加固等技术措施。

第三章 巡查

巡查内容包括：日常巡查、定期巡查、专项巡查。管理使用

单位应长期组织开展针对文物建筑的日常巡查工作，检查文物建

筑本体的保存状况、周边环境情况。定期巡查、专项巡查应联合

相关专业单位共同开展。

3.1 日常巡查

3.1.1 周期

根据文物建筑保护级别、保存状况等情况，科学制定日常巡

查计划，安排每日巡查。

3.1.2 巡查内容

1.屋面

（1）检查屋面是否有植物及生物生长，以及临近树木枝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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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影响屋面。

（2）检查屋面沟垄是否淤积堵塞，天沟瓦垄排水是否畅通

等。

（3）检查屋面瓦件、脊饰有无变化。

2.地面、散水、排水设施

（1）检查建筑周边排水明沟、暗沟及暗管排水是否顺畅等。

（2）检查各处地面有无异样。

3.周边环境

（1）保护范围与建设控制地带内是否有影响文物建筑安全

的生产活动或建设行为。

（2）文物建筑赋存环境的变化。

（3）文物建筑载体、周边环境存在危险要素（如山体、边

坡、护坡、挡墙等）。

3.2 定期巡查

3.2.1 周期

文物建筑所在区域存在不利气候条件、地质条件或文物建筑

本身存在不利于保存的特殊情况时，应根据情况安排季度巡查、

半年巡查或年度巡查。

3.2.2 巡查内容

1.梁架结构

（1）检查柱、梁、檩、枋、板等构件有无破损、变形等现

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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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检查斗栱是否存在歪闪、变形、移位、糟朽或构件缺

失等现象。

（3）检查椽头、椽身有无变形弯曲、断裂现象；检查望板

是否有渗水水渍或糟朽现象；检查檐头、大小连檐及瓦口木是否

变形或糟朽等现象。

2.墙体

（1）检查砖、土坯、石等各类墙体是否存在歪闪、移位、

裂缝、风化酥碱、构件缺失及基础沉降等现象。

（2）检查抹灰层与基层是否有空鼓现象，检查抹灰面层有

无粉化、脱色、霉变或脱落等现象。

3.木装修

（1）检查室内外木装修构件是否出现变形、开裂、松脱、

糟朽等现象。

（2）检查门、窗扇是否开关灵活符合使用要求，配件、饰

件是否有残损缺失等现象。

4.月台、台明、地面

检查压沿石、阶条石、垂带石、踏跺、抱鼓石、土衬石等构

件是否存在歪闪、移位、下沉、破损、碎裂及酥碱等现象。

3.3 专项巡查

3.3.1 周期

因突发自然因素或人为因素威胁到文物建筑安全时，有关单

位应在 24 小时内启动专项巡查，专项巡查应包括灾害前、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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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后三个不同阶段。

3.3.2 巡查内容

灾害发生不同阶段，应记录文物建筑受损程度、范围、面积

及数量，了解受灾期间已采取的应急措施。

3.4 巡查报告

3.4.1 巡查报告要求

对于实施的日常、定期、专项巡查，应就巡查过程发现问题

及巡查对象的现状作出记录并编制巡查报告。

3.4.2 巡查报告内容

日常、定期、专项巡查记录及报告应包含下面几项内容：

（1）概述：巡查对象概况；

（2）巡查过程及巡查手段；

（3）巡查发现的问题描述及照片；巡查人及审核人。

第四章 风险评估

根据日常、定期、专项巡查及完成的编制报告，组织专业技

术人员或专家对巡查中发现存在风险的文物建筑进行风险评估。

4.1 风险评估要求

每年年度巡查和预防性保护措施由管理、使用单位组织专家

进行评估，根据文物价值、建筑现状等情况，对预防性保护实施

情况进行梳理和分析。

4.2 风险评估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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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包括：文物建筑存在的变化，变化导致问题的风险，主

要结构安全问题，形制完整问题，文物建筑装饰构件及细部的保

存问题，建筑使用的问题，管理存在的问题以及进行预防性保护

的建议等。

4.3 评估结论

正常——巡查未发现明显的变化，建筑结构稳定、保存状况

良好，暂不用采取保护措施；

一般风险——巡查发现存在局部变形，建筑结构基本稳定，

应加强巡查、监测，并采取相关的预防性保护技术措施；

严重风险——巡查发现有明显的变化，建筑结构处于不稳定

状态；应委托专业单位开展现状勘察、制定应急支护措施、编制

抢险加固方案或保护修缮方案。

第五章 预防性保护技术措施

文物建筑根据预防性评估结论实施预防性保护，正常状态下

的文物建筑应实施日常保养维护；一般风险状态下的文物建筑应

由专业技术人员实施预防性保护技术措施；严重风险状态下的文

物建筑应及时委托具有文物保护工程相关资质单位实施必要的

保护措施。

5.1 日常保养维护技术措施

1.地面清扫

地面清扫、雨雪天气及时清扫台基周围地面雨水和积雪，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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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树叶、疏通院落地面排水、清除台基周围地面杂草灌木，维持

文物建筑的良好状态。

2.通风换气

管理使用单位负责文物建筑的日常清洁打扫、通风换气等工

作，保持文物建筑整洁、无蛛网、无浮尘，做好相应记录。

3.排水疏导

经常检查屋顶、天沟、庭院的排水口和排水通道，清除杂物，

保证排水通畅。

4.屋面除草

屋面除草采用无人机喷洒除草剂，每年春、秋季两次，抑制

杂草、苔藓生长，除草剂应针对屋面杂草生长类型进行选择。陕

南地区文物建筑可增加喷洒除草次数。

5.2 预防性保护技术措施

1.屋面人工除草清垄

屋面清理选用小铲子、扫帚等工具清理瓦垄中积土、树叶、

杂草、小树、苔藓等，对夹垄灰脱落部位应随即勾抹瓦垄灰。陕

南地区文物建筑可增加屋面清理次数。

2.屋面瓦件查缺补漏

对屋面瓦件、脊饰个别残破或缺失时，应及时补修，更换或

添配瓦件、脊饰。

3.墙体检修技术措施

对砖、石墙面灰缝流失严重进行打点勾缝；对墙面抹灰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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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皮、脱落的可采用传统工艺、传统材料进行修补。

4.地面、散水、排水沟及管道检修技术措施

雨季来临前，清除泄水口周围堆积杂物；下雨天地面若有积

水时，应及时查找原因并尽快进行排除。

5.木装修检修技术措施

门窗框、扇有松动、脱落、开关不灵活时，应修整紧固。门

窗框、扇出现残损或缺失时，应按原样补配；补配缺失合页，修

正润滑或更换锈蚀金属开关，紧固松动的铁格栅，补配缺失帘幕。

6、月台、台明检修技术措施

对散水、踏步、台明地面破碎铺砖应作补配；对凹凸不平、

排水不畅部位可先拆启铺砖，垫层夯实后重新铺墁。

第六章 管理要求

预防性管理要求主要包括：巡查、评估等各项工作管理；管

理、使用单位应根据所属文物保护单位保存现状制定预防性保护

工作规章制度，负责检查各项规章制度的落实情况，用科学方法

检查和指导各项预防性措施的实施。

6.1 工作机制

1.管理、使用单位应制定文物建筑预防性保护工作制度，明

确人员分工与责任、工作标准、工作程序、培训要求等。

2.预防性保护应由管理、使用单位或者委托具有文物保护工

程资质相关单位完成，预防性保护实施方案应向相应文物行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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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备案。

3.每年 12 月底，根据文物建筑保存状况、病害程度、巡查

结果，评估文物建筑保存状况，得出评估结论，提出下一步的保

护建议，形成年度预防性评估报告，并制订下一年度文物建筑预

防性保护工作计划。

4.建立健全预防性保护工作的档案，全面记录文物建筑本体、

周边环境现状、病害残损情况等信息，作为后续观察、分析比对、

巡查、保护等工作的依据。

6.2 资料管理

1.巡查中应对文物建筑保存状况进行现场拍照、记录及整理。

2.巡查中若发现病害残损威胁文物建筑结构安全时，应立即

上报文物行政部门；如果病害残损已严重威胁到文物建筑结构安

全时，除了应立即上报文物行政部门外，还应立即委托具有文物

保护工程资质相关单位，在其指导下采取临时性支护措施。

3.日常巡查记录表、定期巡查记录表、专项巡查记录表示例

可参见附表一、附表二、附表三，也可根据实际情况对表格内容、

格式进行调整。

4.及时整理与汇总巡查和专业检修记录，并归入文物保护单

位“四有”档案。

5.制定预防性保护工作应急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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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文物建筑屋面预防性保护综合费用指标

结合预防性保护技术措施和陕西省内已竣工并具有代表性

的文物建筑工程案例，套用《2001 全国统一房屋修缮工程预算

定额陕西省价目表》及其相应的取费标准进行综合测算，文物建

筑屋面预防性保护技术措施的综合费用参考指标如下：

检修技术措施 费用指标 备注

屋面人工除草 4.1 元/平方米 拔草、小植物及清理

屋面人工清垄 4.1 元/平方米 清理落叶、灰尘

屋面药剂除草 10.5 元/平方米 除草及清理

屋面喷刷丙烯酸涂料 68.91 元/平方米 喷刷涂料两遍

头号～3号青筒瓦屋面查补 30% 51.15 元/平方米 琉璃瓦换算瓦件单价

2号合瓦屋面查补 30% 46.7 元/平方米 琉璃瓦换算瓦件单价

2号干槎瓦屋面查补 30% 48.1 元/平方米 琉璃瓦换算瓦件单价

头号～3号青筒瓦屋面檐口整修 121～122 元/米 琉璃瓦换算瓦件单价

2号合瓦屋面檐口整修 121.50 元/米 琉璃瓦换算瓦件单价

2号干槎瓦屋面檐口整修 102 元/米 琉璃瓦换算瓦件单价

屋面作业脚手架 9.8 元/平方米 按屋面面积计算

外脚手架 26 元/米
按檐口长度乘地面至檐口

高度计算

移动脚手架 1100 元/座

安全技术措施 / 另行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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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日常巡查记录表

巡查日期 巡查人

巡查方法
目测

观测
否□ 是□

小型仪器

检测

否□ 是□

仪器名称

巡查对象

1.屋面

巡查内容
现状描述

（包括位置、残损类型等）

详细说明

（包括残损面积、长

度等）

照片

编号
备注

检查屋面是否有植物及生物

生长，临近树木枝叶是否影响

屋面

检查屋面沟垄是否淤积堵塞，

天沟瓦垄排水是否畅通等

检查屋面瓦件、脊饰有无破

损、缺失、变形

2.地面、散水、排水设施

巡查内容
现状描述

（包括位置、残损类型等）

详细说明

（包括残损面积、长

度等）

照片

编号
备注

检查地面砖、散水砖、墁地石

材等是否有碎裂、酥碱或者缺

失

检查地面、散水是否凹凸不

平，院内树木根系是否引起地

面拱起现象

检查建筑周边排水明沟、暗沟

及暗管排水是否顺畅等

3.周围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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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查内容
现状描述

（包括位置、残损类型等）

详细说明

（包括残损面积、长

度等）

照片

编号
备注

保护范围与建设控制地带内

是否有影响文物建筑安全的

生产活动或建设行为

文物建筑赋存环境的变化

文物建筑载体、周边环境存在

危险要素（如山体、边坡、护

坡、挡墙等）

其他需说明的事项

总体评价

处理意见

复查结果

负责人意见

备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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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定期巡查记录表

巡查日期 巡查人 天气情况
气温：

气象：

巡查方法 目测观测 否□ 是□
小型仪器检

测

否□ 是□

仪器名称

巡查对象

1.梁架结构

巡查内容

现状描述

（包括位置、残损

类型等）

详细说明

（包括残损面

积、长度等）

照片编号 备注

检查柱、梁、檩、枋、板等构件有

无破损、变形等现象

检查斗栱是否存在歪闪、变形、移

位、糟朽或构件缺失等现象

检查椽头、椽身有无变形弯曲、断

裂现象；检查望板是否有渗水水渍

或糟朽现象；检查檐头、大小连檐

及瓦口木是否变形或糟朽等现象

2.墙体

巡查内容

现状描述

（包括位置、残损

类型等）

详细说明

（包括残损面

积、长度等）

照片编号 备注

检查砖、土坯、石等各类墙体是否

存在歪闪、移位、裂缝、风化酥碱、

构件缺失及基础沉降等现象

检查抹灰层与基层是否有空鼓现

象，检查抹灰面层有无粉化、脱色、

霉变或脱落等现象

3.木装修

巡查内容

现状描述

（包括位置、残损

类型等）

详细说明

（包括残损面

积、长度等）

照片编号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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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室内外木装修构件是否出现

变形、开裂、松脱、糟朽等现象

检查门、窗扇是否开关灵活符合使

用要求，配件、饰件是否有残损缺

失等现象

4.月台、台明、地面

巡查内容

现状描述

（包括位置、残损

类型等）

详细说明

（包括残损面

积、长度等）

照片编号 备注

检查压沿石、阶条石、垂带石、踏跺、

抱鼓石、土衬石等构件是否存在歪

闪、移位、下沉、破损、碎裂及酥碱

等现象

总体评价

处理意见

复查结果

负责人意见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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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 专项巡查记录表

巡查日期 巡查人
天气

情况

气温：

气象：

巡查原因

巡查方法

巡查范围

巡查情况

及问题

单体建筑名称

现状描述

（包括位置、残损

类型等信息）

详细说明

（包括残损面积、

长度等详细信息）

照片编号

处理意见

负责人意见

备 注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术语定义
	第三章  巡查
	第四章  风险评估
	第五章  预防性保护技术措施
	第六章  管理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