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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质文化遗产表层开裂加固材料试验研究

以广西花山岩画开裂本体加固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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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上海德赛堡建筑材料有限公司，上海201705)

【摘要】根据对广西华山岩画本体开裂特点及环境的初步研究，开发了用于石质文化遗产表层开裂加固的

天然水硬性石灰材料，包括封口粘结料和注射粘结料。试验测试及在花山现场试验研究证明，开发出的天然水

硬性石灰材料完全能够满足粘结加固表层开裂的岩片。天然水硬性石灰材料除具有足够的粘结强度外，它还具

备硬化缓慢、自愈性、低盐、低热膨胀系数等特点。由于天然水硬性石灰类材料价格比有机树脂更合理，所以

它不仅适合高级别文物的加固修复，也适合历史建筑石材、仿石装饰粉刷等的粘结与保护。对杭州九星里历史

石库门开裂水刷石采用上述粘结料进行粘结加固修复，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关键词】石质文化遗产：粘结加固；花山岩画；天然水硬性石灰

Abstract=Based on inspection on a'acks of Hu豁h锄’s Pictographs and the environment，a system composed of

adhesives and injection grouts based on natural hydraulic lime(NHL)has been developed for refitting and

rehabilitation of delaminated pictographs in Huashan，Guangxi Autonomy made of lime stones．The laboratory

researches and trial areas eli site have shown the adhesives based on modified NHL have sufficient bonding strength to

hold delaminated stone slices and blocks．Farthermom，they show slow setting and carbonation process，almost same

heat expansion coefficient aS the lime stone．After exposure el 35days on site，the trial areas show neither cracking nor

effiorences．The application of developed adhesives and injection grouts in the restoration work of historic Shanghai

plaster gates of Jiuxinli in Hangzhou，Zhejinag Province，has been observed positively．Because of high performance

and competitive price against organic resins，they are expected to be an optimal material system in the future for f砬ade

restoration of architectural heritage．

Keywords：cultural stone heritage，refitting，Huashan Pictographs，natural hydraulic lime

1 前言

石质文化遗产如雕刻、岩画及历史建筑的石质外立面等，表层是其艺术与技术价值最主要

的载体之一．但是这些表层经常出现开裂、起皮、空鼓等病害，结果是呈现皮壳状、块状脱落，

价值大大折扣。

从1920年开始，从欧洲到中国采用的技术手段包括锚固、有机树脂粘结、水泥粘结等。

’委托单位：广两壮族自治区宁明县文化局； 。十一五”国家科技支捧计划重大项目一历史建筑惨缮与维护技术I，(2006BAJ03A07．
03-03)及上海市科委课题“历史建筑保护修缮材料与工艺研究(08PJl430300)的配套课题成果

藏仕炳(1963．)，男，安徽人．博上，教授，主要从事历史建筑及文物保护材料与工艺研究

王金华(1964-)，男，河北人。高级工程师，岩上文物与遗址保护所长，主要从事岩土文物与遗址保护研究
胡源(1975．)，男。陕西人。馆员，硕士，主要从事文化遗产保护

·263·



玩有建筑综合改造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项目交流舍

但是，环氧树脂等有机树脂的主要问题是强度太高．常常是加固粘结好的裂缝本身不开

裂，但在其周边部位重新出现开裂。同时环氧树脂不耐紫外线，在根短的时间内会变色：环氧

树脂不透气，仅适合投有活动承的裂缝的粘结；环氧树腊的热膨胀性比石村约高十倍：可施【

性差．流淌的部位只有在根垃的时问内用溶剂清洁，尉化以后只能采用机械方法清洁，这会对

文化遗产本体造成极人的损害。

水泥是除环氧树脂外应用最多的加固枯结材料．它在文物建筑的混凝土结构砖石砌体等加

固补强中得到广}乏应用，其强度可以通过添加各种助剂来进行调整。但是由于其含有根高的水

溶盐，在文物和历史建筑修缮中的应用越来越少。

本研究采用天然水硬性石获基材料， 研究开发了适合开裂的石质文化遗产表层的粘结加

固材料井通过室内及现场实验，优化了施工工艺。

2概述

花山位于广西宁明县明江河畔，以苴古老神奇的岩画而闻名，特别是奥运会开幕式长卷中出

现的花山岩画局部罔，更让花山岩画蜚声海flpf．。据考证，花山是战国至东汉时期壮旗先民骆越

人遗留下来的珍贵历史遗迹．规模宏大．场面壮观．图像众多．有1900多个图像(图1)。

田1壮族先民辂越^的作￡嘏存№对完好的部位

花山岩画1988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6年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预备

名单，

花山岩画保护工作的重点是花山岩闽奉体的保护，而保护的核心工作是岩画率体开裂的加

固．其中加同材料的研究选择是开裂岩体加固保护工作的关键。

从2G06年作者开始的实验工作包括如下三个方面：

(1)调研工作：针对花山岩画开裂岩体的特点、规律及粘结加田的要求．进行国内外相关

文献、成果调研．避选试验材料对象，主要调研无机加固材料一天然水硬性石灰，为材料试验
做好准备。

(2)室内试验：实验宦试验主要是针对筛选出的无然水硬性石灰的成分、结构进行分析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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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对骨料的性能、结构进行分析；对各种级配(石扳骨科：水)样品的各种性能指标进行

试验分析，确定最佳的粘结加固材料配比及施工工艺。

(3)现场试验：通过现场试验．查明各种配比浆城剌科的灌浆适宜性、可行性、可操作性

及灌浆效果．备明针对乖同裂隙灌浆材料性能．查明瓣浆工岂对灌浆效果的影响，做m计估分

析，得出适合各种不等裂隙结构、状况适官的灌浆材料、配比、工艺。

2006年5月到2009年8月历时3年多，完成了室内试验剂无岩画的部位第一期现场实验。

图2 2009年3月20日作者在现蛹日查*结木Ⅱ媒体报道

率论义是E连研究成果的部分内窖。

3花山岩画表层开裂粘结加固的技术要求

选择粘结加固开裂石材的材料，除，美学等要求外，从技术角度需要考虑如下方向：

(1)裂缝的类型．特别足此裂隙足已经死产的“死裂隙”还是“活裂隙”．“死裂隙”是在K度

和宽度方面都不再变化的裂隙。“活裂隙”是长度和宽度方面都髓时fHj，季节或温湿变化斯变化的

裂隙。“活裂隙’的加固粘结方喵难度很高，需要考虑多种园素，特别是此粪裂隙的可持续性。

(2)裂隙的性质：属于结构性裂缝还是非结构性裂缝。花山岩画本体表层的扦裂的都位，

除了存在开裂岩片的重力荷载外，无其他荷载，应属于非结构性裂缝。对于非结构性裂隙的粘

结加固．址射加固材料与周围材料的物理化学兼容性比单纯的粘结强度更重要。适台结构加固

的材料对于表层材料而言强度是太高了。

(3)裂缝所处的环境，特别是否存在水及千湿变化。

(4)裂缝壁的特点：是否存在影响附着力的沉积物，壁面是否宵水分．在存在水分的前提

下，必须保证粘结加周材料与水的兼容性与透气性。

对花tlI的裂缝分析町蚪看出，花【II岩画本体裂缝为温差变化为主，干湿变化为辅导致的活

动性的“死裂缝”，这种裂缝的长度和宽度会随温差发干湿交替变化而轻微变化，由于花山岩

画车体处十自然的山崖r，无法将其控制在恒温恒湿的环境下，病因无法得到根除或缓解．本

体裂缝会继续牧展直到表层岩片与基岩完全分离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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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这一结果，现在用于粘结加固的材料与工艺必须为将来的加固与维修在可持续性方面

提供可能性。采用与花山岩画的石材在化学成分上相近的无机材料是本次加固的首选；加固好

的岩片如果再开裂，应该仍然沿老的主要裂纹发展，而不要在岩石中产生新的裂纹，或使次要

裂缝发展成主要裂缝，所以要求新的加固粘结材料的强度远低于花山石灰岩强度；加固粘贴材

料尽可能缓解凝结水对岩画的影响。为此拟定了花山岩画粘结加固材料技术指标并对适宜性材

料进行筛选。石灰类材料是花山岩画开裂本体唯一适用的材料。

花山开裂岩画本体粘结加固材料分成二类，一类为封口粘结料，第二类为注射粘结料。前

者主要是将已经开裂的岩片粘结住，防止脱落同时防止注射料流失。后者是注射到裂隙中，起

粘结及填充作用。从材料技术要求角度，两者具有相似性，即很好粘结性、耐久性及韧性，但

在可施工性方面，要求前者具有很好的湿粘性和很好的可操作时间，后者具有很高的流动性，

使材料可以流到裂纹的各个角落进行填充和粘结。根据裂缝的类型，需要采用不同黏度，不同

粒径的注射粘结材料，以满足不同的要求．

根据室内试验及现场试验结果确定，设定的封口粘结材料的技术参数如下：

(1)抗压强度：28d：1-5Mpa，最终强度为风化岩石的10．20％，约10．15MPa；

(2)抗压与抗折强度比：耋3；

(3)收缩：实验室测得<--0．15％，现场施工面无裂纹；

(4)热膨胀系数：董10x106，与石灰岩在同一数量级内：

(5)附着力，拉拔强度：i>0．10 MPa(7天)．0．5MPa(28天)：

(6)抗剪强度：0．1．0．3MPa．

(7)吸水性：吸水速度高于石灰岩，毛细吸水系数≥2蚶√h；
(8)透气性：≥石灰岩的透气性，越高越好；

由于封口粘结材料起到抢救性的作用，因此，设定的拉拔强度较高，为0．1．0．5 Mpa。注射

粘结材料的技术参数的技术指标如下：

(1)抗压强度：28d：1-5Mpa，最终强度约5．10MPa；

(2)抗压与抗折强度比：≤3；

(3)收缩：实验室及现场实验均无裂纹； ．

(4)注浆材料的流动性：很好，可灌；

(5)热膨胀系数：耋10x10r6，与石灰岩在同一数量级内；；

(6)附着力，拉拔强度：≥O．10 MPa(7天)．0．3MPa(28天)；

(7)抗剪强度：0．1．0．3MPa．

(8)吸水性：吸水，毛细吸水系数≥2 kg／m2 4h；

(9)透气性：比石灰岩的透气性要好，越高越好；

根据上述指标，采用天然水硬性石灰为基本粘结剂的粘结料可以满足要求。

4 天然水硬性石灰及其在开裂岩体加固研究的国内外进展

天然水硬性石灰(Natural Hydraulic Lime，缩写为NHL)，是采用不纯的含杂质的石灰石

(如花山的含泥质含粉砂的石灰石)经过烧制(温度900-1100。C)、粉碎、消解而成，是一类

有别于传统石灰材料与水泥材料的一种天然无机材料(图3)。与水泥不同的是，在天然水硬性

石灰消解过程中，不添加石膏等任何外来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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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3 i#十硬性石灰∞月材料厦生产流程

天然水硬性石灰成分主要由二钙硅石(2CaO·Si02．简写成C2S)、熟石灰Ca(OH)2、

部分生石灰CaO、部分没有烧透的石灰石CaC03及少量粘土矿物、石英等组成，兼有石灰与水

泥的优点，低收缩，适中的抗压与抗折强度，低水溶盐含量。

天然水硬性石灰材辩是在水泥被发明之前就f’泛在欧洲包括彳E中国应用的传统材料，只不

过对这种材料的优越性直到加世纪70年代才得到广泛研究及认可。例如锻烧的料姜石消解后就

是种天然水硬性石灰，在东南铪海及台湾使用的牡蛎灰也是。种走然水硬性石灰。随着对文

物及历史建筑的{5I}护修复的要求越来越高，这一传统材辩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越来越多的得到

重视。

2002年在欧洲对水硬性石灰进行科学规范．制定了标准EN459，1／2002(裹1)。

衰1 2002年欧洲标准EN4551对水硬性i灰拉强度Ⅱ生产过程进行的分娄

我国秉用石灰粘结砖石土等无机材料具有悠久的历史。如在传统干摆砖墙体砌筑时．需要

采用灌浆工艺，把摆在一起的砖与砖枯结起来，选里采用的浆为桃花浆或生灰块调成的白灰浆

(牡仙洲等，中国古建筑任缮技术，1983年，第99页)。屉新的研究说明(Stmebel等，1998

年)，生灰块中除含有Ca(OH)2、生石灰CaO外，还含有水硬性的二钙硅年i，水硬性的二钙

硅石对早期强度的增加有意义，而生石灰CaO具有降低收缩的功能，Ca(oH)2可咀与砖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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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性组分反应，增加砖与石灰之间的粘结性能，这是灌浆工艺可以加固干摆砖墙的原因。

在上海，我们还发现20世纪20年代采用石灰粘结的石材等(参见：上海德赛堡建筑材料

有限公司：上海市黄浦区174街坊保护保留建筑外墙面主要材料检测报告，2009年4月)。这

些采用石灰粘结的大理石除局部有脱落外，总体强度很高，可以与水泥砂浆相比，粘结性很

好。

过去15年，国际上对石灰及水硬性石灰进行了广泛且深入的研究，部分成果如：

德国石质文物研究所IFS报告：1994—2007共13年的成果，有超过10年的石质文物、历史

建筑修缮加固的工程案例，使用的材料类型包括注浆加固材料、修复剂等。

美国AIC保护技术研究所2005年及宾西法利亚大学2006年的研究成果．

德国石质文物研究所IFS研究证明，不同类型天然水硬石灰只在初凝强度上有区别，不同天

然水硬石灰的最终强度几乎相同。纯天然水硬性石灰的固化至少需要1年左右的时间，最终强

度与水泥相当，超过16—20MPa。先干燥，使水硬石灰中的水分扩散出去，然后干湿交替的环境

有利于天然水硬石灰强度的正常增长。完全干燥的环境不适合天然水硬石灰强度增加。环境温

度对天然水硬石灰强度的增加影响不明显。天然水硬性石灰硬化慢，避免了水泥快速固化导致

的应力，使其具备良好的韧性。

Struebel和戴仕炳(1997)系统研究了用于墙体加固的天然水硬性石灰注浆料。在此基础上

德国IFS还从2006年开始采用水硬性石灰注浆加固料，以加固文物建筑的石砌体，开发出的不

同配比的石灰注浆料的性能如下：

表2德国开发使用过的石灰类注浆粘结料的性能(Egloffstein等，2007)

性能 配比

NHL·
NHL2+3．8％水

火山灰石灰注浆
火山灰石灰注 火山灰石灰注

泥(32．5) 浆料 浆料
(Hessler公司) 料(tubag)

(Otterbein) (Maerker) (啊asil)

28天抗压强度(MPa) 1．2 1．7 5．8 10．8 17．2

360天抗压强度(MPa) 2．4 4．5 10．2 24．8 15．1

28天抗折强度
0．5 0．9 1．6 3．0 4．1

(MPa)

28天抗折强度
1．O 1．5 3．6 4．8 4．4

(MPa)

石材基面的拉拔强度
0．35 0．11 O．17 0．48 0．33

(MPa)

毛细吸水系数(kg／m2／4h) 3．7 3．2 2．6 3．2 2．9

石材基面的拉拔强度

(MPa)与28天抗压强度的 29 6 3 4 2

比值(％)

·本次研究的石灰材料供应厂家

从表中可以清晰地看出，不添加水泥或火山灰的天然水硬性石灰注浆粘结材料具有较低的

抗压强度，但是有出色的粘结强度，石材基面的拉拔强度(MPa)达到0．35 MPa，石材基面的

拉拔强度(MPa)与28天抗压强度的比值达到29％，是特别适合类似花山开裂本体加固粘结的

材料。

美国从2000年开始，尝试将石灰及天然水硬性石灰应用到大理石及石灰岩质的文物保护中

·268·



既有建筑综合改造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项目交流套

(Miller等．2005)。典型案例为寅州州政府前的大理石雕刻裂缝的粘鲒加固。

5研究采用的技术路线殛研究结果

根据花山岩画开裂岩体的特殊特点，我们制定了如下粘结加固料料研究的技术路线：印根

捌歼裂岩体特点及花Ih的气候条件制定技术指标，然后进行材料海选，确定主要配比，在充分

的室内试验基础t，再进行现场试验和老化试验，确定最终配比及其下艺

S．1封口粘结材料试验结果

粘结材料的室内试验研究包括：不同气候条件下的拉拨强度、抗压强度、抗折强度、碳化

特点等，其中拉拔强度是评价的关键性指标(圈4)。

囤4#拔强度Ⅲ试&碳化g度

参照①适中的抗折强度、②低的抗压抗折强度比值、@在模拟花山环境条件下变脆的程度

最低、@高的拉拔强度，确定下列配比为日前所有研究中的晟优封口粘结材料．这一配比由：

天然水硬性石灰(NHL2．德国Hessler公司产)、石灰岩粉、丙烯酸可再分散乳胶粉(1％)以

及小于1％的其他助剂。

上述配比的技术参数如下(表3)：

裹3 t∞封口粘结剂∞机械物理参数

上海气候条件下 模拟花m气候条件下

抗m§度(15女)

抗折强度(15玉)

抗Ⅱ抗折Ⅸ度比(15*)

日材々封口料拉拨强度(20i)

封口料自身＆拨强度

抗剪强度(7无) 0 26MPa(标准养护条件)

上述技术参数完全能够满足花【】I开裂中型．大型岩片封口粘结使用。对于小型的薄片状(厚

度≤20mm)，Ⅲ4不需要添加丙烯酸可再分散乳胶精，咀降低粘结强度，

5．2注射粘结材料的实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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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流动性等技术参数，确定注射粘结材料的配比如F：天然水硬性右灰NHL2、细石灰岩

粉(瑚lmm)及少量助剂(<1％)

上述配比试块在P海气候条件下(1～18"C．相对湿度50～90％)养护到2009年3月，测

得注射粘结材料的性能如下：

28天抗压强度：I 2-24Mpa

28天抗折强度：0．5 1 0Mpa

抗压与抗折强度的比值：2．4<3(韧性很好!)

将注射材料注射到汉白玉岩石表面，在模拟花山气候条件下(15．50"C，相对{显度80-90％)

28天的拉拔强度：0I-0 36Mpa．平均022MPa

田s＆诬强度平日约022MPa(模拟华山环境)，破裂Ⅲ位手注射轱结料的内静．碳化潭鹰3-5mm

6粘结加固的现场试验

现场试验1=作于2009年3月8。14口在现场完成(圈6)

田6 2008年3月日日现埔试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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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试验工作分成脱落岩片的归位粘结实验及开裂岩体封口再注射粘结试验两部分。前者

是将开发的天然水硬性石灰封口枯结料粘结已脱落的岩片(图7)．后者是先将张开口的岩体用

封口粘结科粘结住，然后再施工注射枯结料(图8)。

圈7现场粘结t驻

围B＆射科越筛、抽取Ⅱ＆射过程

现场注射粘结效果的检测工作在粘结加固试验135天(4个半月)后的2009年7月25-26日

进行，检测内容包括：(1)对比不同清洁程度的粘结加固效果； (2)粘结加固的裂缝的表面

效果(图9)： (3)打开粘结加固的裂缝，以检测饱满程度及新旧材料之问的关系：(4)粘结

加固材料的固化程度(表4)与速度(圈10)；(5)枯结加固材料的粘结强度(附着力检

测)。同时根据部分专家的建议．也进行了打孔锚嗣试验，咀检测锚同方法的可行性。

通过现场试验厦检测，可以得出如下结论；机械锚固方法不适台华山岩画开裂奉体的加

周i天然水硬性石灰为基础的材斟经过近5个月的观测，无开裂，有适合的强度。说明适合华

山本体开裂岩片的粘结加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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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9 2{试骑目粘结∞目的裂墟4十￥月后(135*)∞微观效幂(^裂q．帖镕材料；5材±月∞

密实性很好．￡任何微观的新∞饔缱左制的#口料与周固岩石有轻微色{，右侧封口料与石材±问

n乎无任何e盖)

目10 1；试验面表观磺化深度∞10·15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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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现场试验面测得的碳化深度

试验面代号 清洁方式 饱和程度 碳化深度 时间(月)

1 压缩空气，辅助刀片 超过50％ 10．15rnra(限于封口料) 4．5

2 压缩空气，辅助刀片 超过50％ lml5mm 4．5

4 未清洁 未发现注射桨 5．10mm 4．5

现场留样试块封口料 储存在室内 8mm 4．5

现场留样试块注浆料 储存在室内 9．10rtun 4．5

7结论与讨论

通过系列的室内研究及现场初步试验，确定花山岩画本体开裂岩片粘结加固的适用材料为

天然水硬性石灰类材料，根据现场试验确定的工艺流程对文物本体不产生大的扰动。

对于致密的石材如花山石灰岩等，碳化作用只能沿裂缝口发生，所以天然水硬性石灰粘结

材料的固化缓慢，这种缓慢的固化过程降低了被粘结岩片与粘结料之间的应力，保证了两者之

间不产生新的裂隙。同时，通过石灰的自愈特点，可以保证天然水硬性石灰类材料长效粘结性

能。

O 5 10 15 20 25 30 35 40 45

开裂岩片的宽度(y，cm)

图”花山根据实测的碳化深度计算得到的不同规模岩片完全固化(完全碳化)需要的时间

由于天然石灰类材料不仅能够满足表层开裂的加固，而且价格比有机树脂更合理，所以它

不仅适合高级别文物的加固修复，也适合历史建筑石材、仿石装饰粉刷等的粘结与保护。我们

在2009年对杭州九星里石库门开裂水刷石采用上述粘结料进行粘结加固修复，取得了很好的效

果(图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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匝’2采用*鼎水硬性i灰恪复的承刷石石库门(杭州九i里1号俸复前

囤13采月*然水磋性石灰修复的木刷ii库『](杭H九2里1号恬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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