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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参观对墓葬微气候影响及风险分析
——以嘉峪关魏晋墓为例
刘洪丽 1, 2，王旭东 1, 2，张正模 2，郭青林 2，陈港泉 2，张晓东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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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敦煌研究院 保护研究所，敦煌 736200
3. 嘉峪关长城博物馆，嘉峪关 735100

摘 要：游客参观使墓葬微气候处于不断波动状态，对文物安全构成了潜在威胁。选取嘉峪关魏晋六号
和七号墓葬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微气候环境监测，分析两座墓葬室内温度、相对湿度和 CO2 浓度变化规律，
阐明游客参观对墓葬文物保存环境的影响。结合病害调查分析结果，揭示游客参观引发微气候波动可能
造成的风险。研究表明，六号墓葬日游客量为 174 人时，室内温度、相对湿度、CO2 浓度平均值分别为
14.4℃、68.0%、3.62 g ∙ m−3，标准偏差分别为 1.0℃、3.7%、1.57 g ∙ m−3。团队连续性参观引起的微气候
波动比散客间断性参观显著，每组游客的参观时间间隔 10 min 左右，可有效降低墓室内 CO2 气体的累
积。游客参观结束，随着围岩体的水热传导，墓室内空气温度逐渐降低，相对湿度逐渐升高，分别达到
13.0℃，71.2% 时趋于稳定。七号墓葬没有游客参观，墓室微气候基本保持相对稳定，监测期间，温度、
相对湿度和 CO2 浓度平均值分别为 11.4℃、83.1% 和 0.90 g ∙ m−3。两座墓葬除了开放状态不同，大小、形制、
建造工艺及材质、赋存环境均较为相似。根据病害调查分析结果，六号墓内砖壁画发生颜料层脱落、盐
害和微生物侵蚀的面积大于七号墓，据此推断，游客参观增加了墓葬文物发生病害的风险。为了延缓病
害的发生、发展，亟需开展墓葬微气候环境控制，设定合理的室内温度、相对湿度和 CO2 浓度控制范围，
在保障墓葬文物安全的前提下，满足游客参观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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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ckground, aim, and scope Due to the visiting of tourists, the original dynamic equilibrium of
microclimate inside of the tomb is destroyed, which is a potential threat to the cultural relics. In order to analysis
the variation of micro-environment under the influences of visitors, on No. 6 and 7 tomb from the Wei-Jin
dynasty tombs were selected as research objects. They are quite similar in size, shape, construction material and
technology, and buried environment, the only difference is that No. 6 tomb is opening to tourists and the No. 7
tomb is usually forbidden to public. Materials and methods In this study, through microclimate monitoring, the
indoor temperature, relative humidity and CO2 concentration variation were analyzed in these tombs. The possible
risks caused by tourists were revealed combing with the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of the diseases in the tombs.
Results The study shows when there are 174 visitors in No. 6 tomb, the average value of indoor temperature,
relative humidity, CO2 concentration is 14.4℃, 68%, and 3.62 g ∙ m−3, with the standard deviation of 1℃, 3.7% and
1.57 g ∙ m−3 respectively. After visiting, along with the moisture and heat transfer with the rock body, the indoor
air temperature inside gradually decreased, while the relative humidity increased gradually, reached 13℃ and
71.2% respectively, and then tended to be stable. No. 7 tomb is closed to tourists, its microclimate is relatively
stable, during the monitoring period, with indoor temperature, relative humidity and average CO2 concentration
of 11.4℃, 83.1% and 0.90 g ∙ m−3 respectively. Discussion Continuous visiting of the tourist teams caused more
significant micro-climate fluctuation than the intermittent visiting of the individual tourist. If the interval between
two visits is about 10 min will effectively reduce the accumulation of CO2 in the tomb. Conclusion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visitors, microclimate inside of No. 6 tomb fluctuated than No. 7. From the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of the diseases, there are more paint layers losses, salts problems and microbial erosion in No. 6 tomb than
in No. 7 tomb. It can be concluded that the tourists increased the risks of the burial artifacts. Recommendations
and perspectives It’s urgent and necessary to carry out the microclimate control system through setting reasonable
thresholds of temperature, relative humidity and the CO2 concentration, to meet the visiting needs in the premise
of ensuring the safety of the cultural relics.
Key words: Wei-Jin tombs; micro-climate; visitors; temperature and humidity; CO2 concentration; risk analysis

随着国内旅游业的迅速发展，嘉峪关魏晋墓群
参观人数与日俱增，在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的双重
作用下，墓室砖壁画出现了退色、微生物腐蚀、起甲、
酥碱甚至脱落的现象。张兴盛（2005）根据墓室参
观前后干湿变化，认为砖壁画色彩褪变是由于参观
人群呼出的水气、二氧化碳等气体以及带入的细菌
与砖壁画材料多场作用导致的。武发思等（2011，
2013）通过取样测试分析，提出腐蚀砖壁画真菌多
样性下降，群落结构发生变化主要是常年人为扰动
引起的。吴依茜等（2012）、俄军等（2013）通过
分析博物馆馆藏五号魏晋墓室内环境变化，发现高
湿度是某些颜料变色和微生物霉菌产生的原因。
Benavent et al（2011） 和 D’Agostino et al（2015）
对墓穴岩体破坏机理研究发现，古老砖石结构的侵
蚀是由可溶盐的反复结晶 - 溶解造成的。张学超等
（2015）研究表明，水热运移是造成壁画白粉层脱
落、颜料层退色的原因。
DOI: 10.7515/JEE201704007

本文选取魏晋墓群中大小、形制、建筑材料
及工艺均较为相似，但开放状态不同的两座墓葬
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微气候环境进行监测，比
对分析开放墓葬和未开放墓葬室内温度、相对湿
度、CO2 浓度变化规律，阐明游客参观对墓葬文
物保存环境的影响。根据游客参观间隔时间内空
气交换率变化特征，提出游客参观模式调整措施。
结合墓葬文物病害调查分析结果，揭示游客参观
引起微气候波动造成的潜在风险，为开展魏晋墓
葬游客承载量研究，实施微气候环境控制提供理
论依据。

1
1.1

研究对象及方法
研究对象

嘉峪关魏晋墓群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果园 - 新城墓群的重要组成部分，位于甘
肃省嘉峪关市东北 20 km 处新城镇戈壁滩上。已

第4期

刘洪丽，等：游客参观对墓葬微气候影响及风险分析 ——以嘉峪关魏晋墓为例

挖掘墓葬建筑形制独特，出土砖壁画内容丰富，
被誉为古丝绸之路上的“地下画廊”（张兴盛，
2003；Li，2013）。选取墓群中六号、七号墓葬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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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楼高 4.25 m，前室、中室为盝顶式，后室为拱券顶，
前室有三个耳室。七号墓墓冢封土高 1.5 m，墓道
长 27.0 m，门楼高 6.6 m，三个墓室均为盝顶式，

为研究对象，两座墓地理位置相距 500 m，赋存环

前室、中室各有一个耳室。两座墓建造工艺都采

境较为相似。两座墓葬主体结构均由墓道、墓门、
门楼、前室、中室、后室、甬道、耳室组成（图 1）。

用先挖墓道，再挖拱形洞室的方式，建筑用砖主

其中，六号墓墓冢封土高 2.50 m，墓道长 30.00 m，

砂砾。

要为方形砖、雕刻砖和画像砖，围护土体主要为

图 1 魏晋六号、七号墓葬相对地理位置及内部形制
Fig.1 The geographical position and internal structure of No. 6 and 7 tomb in Wei-Jin tombs

1.2

研究方法

头和 GMT221 二氧化碳探头，采样间隔 1 min，设

六号墓和七号墓均为魏晋时期壁画墓，两者

备参数见表 1。

发掘时间、大小、形制、建筑工艺及材料、围护

墓室外大气环境监测点位于六号墓附近，距

土体特性都较为相似。其中，六号墓常年对外旅

入口处约 1 m，架设高度距地面约 1.5 m（图 2）。

游开放，七号墓除了研究需要暂时开放外，长期

监测设备采用美国 ONSET 公司生产的 HOBO-U23

处于关闭状态。通过对两座墓葬微气候和外界大

温湿度测试仪，采样间隔 1 min，技术参数见表 2。

气环境进行实时监测，分析墓室内外温度、相对

2

湿度、CO2 浓度和空气交换率变化特征，揭示游客
参观对墓葬微气候影响。

测试结果及讨论
2011 年 7 月 16 日，正值旅游旺季，分别对墓

前期调查发现，游客参观区域主要集中在墓室，

室外大气环境和六号、七号墓室内环境参数进行

并且在中室的滞留时间相对较长，因此，在六号、
七号墓中室各布设 1 个墓葬微气候监测点（图 2）。

监测（表 3）。尽管选用的监测设备不同，但两者

鉴于墓室内空间有限，为了不影响正常参观，监测
点位置距地面约 20 cm。监测设备采用芬兰维萨拉

确保监测数据具有可比性。由于 CO2 监测仪记录

（VAISALA）M70 手持表，配置 HM34 温湿度探

质量 - 体积浓度（g ∙ m−3）。

采样间隔相同，测试精度和分辨率较为接近，可
数据为百万分比浓度，分析过程将其统一换算为

DOI: 10.7515/JEE201704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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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环境监测点布设
Fig.2 The distribution of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points

表 1 VAISALA 仪器技术参数
Tab.1 The parameter of VAISALA instrument
名称

Name

技术参数

Parameters

VAISALA 温湿度记录仪
Air temperature and relative
humidity sensors

温度：量程 −20℃ — 100℃；当温度 0℃ — 60℃时，精度 ±0.3℃；分辨率 0.01℃。
湿度：量程 0 —100% RH；当湿度 0 — 90% RH 时，精度 ±2% RH；分辨率 0.01% RH。
The measuring range of air temperature and relative humidity is −20℃ to 100℃ and 0 —100% RH,
with an accuracy of ± 0.3℃ cover 0℃ to 60℃ , and ±2% from 0 to 90% RH, resolution of 0.01℃ and
0.01% RH.

VAISALA 二氧化碳记录仪
Air CO2 concentration sensor

量程 0 — 5000（×10−6）；精度 ±（1.5％量程 +2.0% 读数）；分辨率 10（×10−6）。
The measuring range is from 0 to 5000 (×10−6), with an accuracy of ±1.5% over full range or
±2% of reading, and resolution of ±10 (×10−6).

表 2 HOBO 测试仪参数
Tab.2 The parameter of HOBO tester
名称

Name

温湿度记录仪
HOBO sensor

DOI: 10.7515/JEE201704007

技术参数

Parameters

温度：量程 −40℃ — 100℃；当温度 0℃ — 50℃时，精度 ±0.21℃；25℃时，分辨率 0.02℃。
湿度：量程 0 — 100% RH；当湿度 10% — 90% RH 时，精度 ±2.5% RH；分辨率 0.03% RH。
Air temperature and relative humidity over a range from −40℃ to 100℃ and 0 — 100% RH,
with an accuracy of ±0.21℃ cover 0℃ to 50℃, and ±2.5% from 10% to 90% RH, resolution of
0.02℃ and 0.03% RH at 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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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监测方案部署
Tab.3 The deployment of monitoring plan
监测对象

Objects

监测因子

温度、相对湿度
Air temperature and relative humidity

大气环境 Atmosphere
六号墓室内环境
Microclimate inside of No. 6 tomb
七号墓室内环境
Microclimate inside of No. 7 tomb

2.1

Factors

温度、相对湿度、CO2 浓度
Temperature，relative humidity and CO2
concentration

墓葬微气候变化特征

监测时间 Time
09:30 — 次日 09:30
From 09:30 a.m. to 09:30 a.m. of the next day
09:26 — 次日 00:00
From 09:26 a.m. to 00:00 a.m. of the next day
09:54 — 23:31
From 09:54 a.m. to 11:31 p.m. of the day

大 气 环 境 相 连 通。 监 测 期 间， 墓 室 内 温 度 平 均

根据监测结果，墓室外大气环境温度日均值
28.5℃，波动范围 18.2℃ — 37.1℃，相对湿度日均

值 为 11.4 ℃， 标 准 偏 差 0.2 ℃； 相 对 湿 度 平均值

值 19.9%，波动范围 6.8% — 36.1%，具有明显的

0.90 g ∙ m−3，标准偏差 0.14 g ∙ m−3。墓葬微气候除

昼夜交替性变化规律。

了研究人员在布设监测设备（上午 09:54）和采集

七号墓葬对外不开放，墓门处于关闭状态，
仅有门楼顶部一个直径约 10 cm 的通风口与外部

数据期间（15:12 — 15:16）出现短暂波动外，其余

为 83.1%， 标 准 偏 差 1.2%；CO2 浓 度 平 均 值 为

时段基本保持相对稳定 （图 3、图 4）。

图 3 墓室内、外温度、相对湿度变化特征
Fig.3 The variation of temperature and relative humidity inside and outside of tombs

图 4 墓室内 CO2 浓度变化特征
Fig.4 The variation of CO2 concentration inside of tombs
DOI: 10.7515/JEE201704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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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号墓的门楼顶部也留有一个通风口，大小、
形状与七号墓类似，室内无机械通风。为了满足旅
游开放所需，室内安装冷光源照明灯，仅在游客

气交换作用下，示踪气体的浓度随着时间变化呈
指数衰减（李莹莹等，2010），空气交换率计算
公式为：

参观期间开启。根据监测结果，六号墓微气候环境
的波动大于七号墓，据此推断，六号墓微气候波
动主要是由游客参观引起的。白天，游客参观时
段（10:00 — 18:05），室内温度平均值为 14.4℃，
标准偏差 1.0℃；相对湿度平均值为 68.0%，标准
−3
偏差 3.7%；CO2 浓度平均值为 3.56 g ∙ m ，标准偏
差 1.57 g ∙ m−3。夜间，游客参观结束（18:06 — 次
日 00:00），墓室内温度和 CO2 浓度逐渐降低，相
−3

对湿度逐渐升高，分别达到 13.0℃、2.06 g ∙ m 、
71.2% 时趋于相对稳定（图 3、图 4）。

式中：A 为空气交换率，min−1；c 为 t1 时刻测量的
示踪气体的浓度；c 为 t2 时刻测量的示踪气体的
浓度；Δt 为测定时间，min。
表 4 六号墓葬游客数量统计表
Tab.4 The number of visitors in No. 6 tomb (2011-07-16)
序号
No.

离开时间
游客数量
进入时间
Leaving
Number of
Entry time
time
visitors

停留时间
Stay time
/min

在围岩体的水热传导下，墓葬内部温度低于

1

4

09:26

09:38

13

外界大气环境温度，相对湿度高于外界大气环境

2

3

09:30

09:45

16

相对湿度。七号墓葬没有游客参观，室内微气候

3

5

09:40

09:48

9

4

7

09:46

10:01

16

5

4

09:55

10:04

10

6

3

10:01

10:10

10

7

1

10:04

10:07

4

8

3

10:17

10:40

24

受外界大气环境影响比较小，六号墓葬存在游客
参观，室内温度、CO2 浓度高于七号墓，相对湿度
低于七号墓。
2.2

游客参观对墓葬微气候影响

环 境 监 测 期 间， 六 号 墓 葬 单 日 游 客 数 量 共
计 178 人（表 4）。根据游客数量和停留时间，

9

2

10:30

10:36

7

10

9

11:20

11:35

16

11

6

11:35

11:46

12

12

6

11:48

12:05

18

13

4

12:08

12:28

21

14

3

12:35

12:38

4

15

6

13:30

13:39

10

16

3

13:51

14:04

14

加连续进入墓室参观，总滞留时间长达 109 min。

17

4

14:11

14:25

15

游客进入墓室参观，身体散发的热量和呼吸作
用产生的水气，使室内温度、绝对湿度和 CO2 浓度

18

10

14:25

14:35

11

19

4

15:05

15:15

11

20

7

15:40

15:55

16

21

7

15:55

16:10

16

22

12

16:15

16:30

16

23

65

16:31

18:03

93

参观模式分为两种类型：散客（≤ 10 人）间断
性 参 观 和 团 队（>10 人） 连 续 性 参 观。 每 组 游
客 在 墓 室 内 停 留 时 间 为 4 — 25 min， 平 均 约 为
15 min，若遇到团队参观，总停留时间变长。例如，
16:15 — 18:05 时段，由 77 人组成的团队交替或叠

逐渐升高。受墓室内空气中水汽密度和温度共同影
响，相对湿度总体呈现先升高后降低的变化趋势。
当散客断断续续参观时，墓室内微气候波动比较平
缓，温度、绝对湿度、相对湿度，CO2 浓度变化范
围分别为 13.4℃ — 16.2℃，8.2 — 8.9 g ∙ m−3，54.0% —
70.9%， 1.79 — 4.91 g ∙ m−3。当团队连续参观时，墓
室内微气候出现剧烈波动，温度、绝对湿度、相对
湿度、CO2 浓度变化范围分别为 14.1℃ — 17.9℃，
8.8— 10.5 g ∙ m−3，62.2% —73.0%，3.48 — 9.51 g ∙ m−3
（图 5）。
由于墓室内 CO2 浓度的增加主要来源于游客
呼吸，可将 CO2 作为示踪气体，忽略水汽溶解、
酸碱化学反应等因素对其浓度影响，在室内外空
DOI: 10.7515/JEE201704007

根据六号墓 CO2 浓度连续监测数据，经计算，
游客参观间断期间，墓室内外空气交换率最大值
为 0.0332 min−1，最小值为 0.0058 min−1。游客参观
结束后约 4 小时，室内 CO2 浓度趋于相对稳定，
空气交换率为 0.0042 min−1。不同时段空气交换率
比对分析发现，当空气交换时长小于 11 min 时，
空气交换率随交换时长增加而增大，当空气交换
时长大于 11 min 时，空气交换率随交换时长增加
而减小（表 5、图 6）。这主要与墓室温度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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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门开关情况有关。游客离开墓室初期，室内温
度较高，分子运动比较快，而且，游客参观间隔

随之逐渐降低。由此可见，散客参观时，每组游
客的进出时间相隔 10 min 左右，可以有效降低墓

加速了墓室内外空气的交换。游客参观间隔时间

室内 CO2 气体的浓度。团队参观时，可适当延长
间隔时间，增加室内、外空气交换量，避免 CO2

长，墓门较长时间处于关闭状态，空气交换率也

浓度继续增加。

时间短，参观频率变大，墓门开关次数相应增多，

Fig.5

图 5 游客参观条件下六号墓微气候变化（红色区域为散客参观，黄色区域为团队参观）
Microclimate change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visitors in No. 6 tomb, with red areas represent intermittent
visiting of the individual tourist and yellow areas represent continuous visiting of the tourist teams
表 5 墓室内外空气交换率
Tab.5 The indoor and outdoor air exchange rate of tombs

名称
Object

六号墓
No. 6 tomb

七号墓
No. 7 tomb

期间
Period

时长
Interval time/min

空气交换率
Air exchange rate/ min−1

10:08 — 10:16

9

0.0261

10:41 — 11:18

38

0.0092

12:29 — 12:33

5

0.0167

12:39 — 13:29

51

0.0058

13:40 — 13:50

11

0.0332

14:36 — 14:56

21

0.0237

15:16 — 15:39

24

0.0120

夜间没有游客参观时段
18:06 — 22:05
During the night time of tourists leaving

240

0.0042

818

0.0006

白天游客参观间断时段
During the day time of tourists visiting

全天没有游客参观
Without tourists visiting

09:54 — 2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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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不同时段墓室内外空气交换率
（a — h 为六号墓葬游客参观间断时段，i 为七号墓葬没有游客参观时段）
Fig.6 a — h represent the air exchange rate of No. 6 tomb at different interval time,
and i represents the No. 7 tomb without tourists visiting

相似赋存环境条件下，七号墓内空气质量不
受游客呼吸影响，室内 CO2 气体浓度变化与室外
基本一致。监测期内，七号墓室内外空气交换率
为 0.0006 min−1，远远小于六号墓室内外空气交换
率，与无人为扰动条件下，不开放墓葬微气候受
外界环境影响较小的研究结果相吻合。

3

讨论

墓葬微气候变化极易诱发水、气、热、盐迁
移运转和微生物繁衍，进而导致文物病害的发生、
发展（Michela and Romolo，1993；Sanchez-Morala
et al，2005；Benavente，2015）。病害调查发现，

越显著。游客参观结束，墓室内 CO2 气体具有一

两座墓葬文物出现的病害类型主要为砖体表面脱
落和砖画颜料层脱落，除此之外，六号墓砖画还
存在轻微盐害和微生物侵染，七号墓砖画出现局
部小面积起甲现象（图 7）。

定的累积效应，达到相对稳定状态时的浓度值约

3.1

游客参观使六号墓微气候处于不断波动状态，
游客数量越多，滞留时间越长，墓室微气候波动

−3

为 2.06 g ∙ m ，远远大于室外大气环境中 CO2 浓度
本底值。
DOI: 10.7515/JEE201704007

墓室内温度、相对湿度变化风险分析

游客参观期间，六号墓室内温度和相对湿度
在 14.1℃—17.9℃和 62.2%—73.0% 频繁波动。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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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室内空气与墙体存在温度差时，发生热传导，热
传导过程中，由于壁画和墓砖制作材质热导率不
同，产生不均匀膨胀或收缩，两者间的结合力被
破坏。温度变化梯度越大，材料老化和损坏的速
率越快，温度变化时间越短，影响层越薄（Camuffo，
2014）。当墓室内空气与墙体存在湿度梯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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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水汽运移，吸湿 - 放湿过程中往往伴随着可溶
盐的溶解 - 结晶（Rodriguez-Navarro and Doehne，
1999；Grossi et al，2011）。根据病害分析结果，
六号墓内砖壁画颜料层脱落面积和盐害程度大于
七号墓，可见，游客参观增加了墓葬砖壁画发生
颜料层脱落和盐害的风险。

图 7 墓葬砖壁画病害类型
Fig.7 The deterioration of murals supported by bricks in tombs

3.2 墓室内 CO2 气体浓度变化风险分析
经化学成分分析，六号墓砖壁画制作材料含
有 方 解 石（CaCO3），Benavente（2011） 提 出，
方解石在岩体和胶结层中的粒径为微米级，比颗
粒状态更容易溶解，反应方程如下：
CaCO3 +CO2(g)+ H2O(l)↔Ca2++ 2

            (2)

游客呼吸使墓室内 CO2 浓度在短期内迅速升
高，参观期间最高可达 9.51 g ∙ m−3，如果游客继续
在墓室停留或下一组游客重新进入墓室，势必造
成 CO2 浓度持续增加。一旦达到化学反应条件，
方解石发生分解，颜料层附着力下降，砖壁画发
生表面脱落的风险随之增大。
3.3

墓室内微生物变化风险分析
Bastian et al（2009）和 Jurado et al（2010）研

究发现，旅游开放导致洞穴内微生物浓度增加，
群落发生变化。究其原因，其一，游客参观过程中，
墓门打开，室内外空气交换过程中，外界大气环
境中的微生物可能会被带入墓室。其二，游客参
观携带的粉尘和呼吸作用产生的 CO2 气体为适宜

菌 落 的 滋 生 提 供 了 温 床（Michela and Romolo，
1993；Sanchez-Morala et al，2005）。根据微生物
病害调查分析结果，六号墓内砖画的细菌多样性
低于七号墓（武发思等，2011，2013），但受细
菌腐蚀的程度却大于七号墓。据此推断，游客参
观增加了砖壁画发生微生物侵染的风险。
游客参观打破了墓葬微气候环境原有的动态
平衡，增加了文物发生病害的风险，可通过调整
每组游客的数量、停留时间、 参观间隔时间等方
法，降低墓葬微气候波动范围，从而减缓病害的
发生、发展。根据《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
展览馆卫生标准（GB9669—1996）》规定，图书馆、
博物馆、美术馆、展览馆 CO2 ≤ 2.95 g ∙ m−3，向旭
等（2010）对旅游洞穴内环境因子研究认为，当
CO2 含量介于 1.96 — 5.89 g ∙ m−3 时，随着气体浓度
增加，对游客不产生影响。由于每组游客在墓室
内停留时间较短，一般小于 30 min，综合考虑之下，
建议墓室内 CO2 浓度控制范围小于 5.89 g ∙ m−3。墓
葬文物病害的发生往往是由多因素耦合引起，对
墓室内温度和湿度的控制范围，建议结合物理、
DOI: 10.7515/JEE201704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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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和生物实验予以确定。

4

李莹莹 , 曹军骥 , 李

库 . 2010. 示踪气体浓度衰减法定量

评价汉阳陵地下遗址厅的空气渗漏 [J]. 中国粉体技术 ,

结论

16(1): 93 – 95. [Li Y Y, Cao J J, Li K. 2010. Quantitative

嘉峪关魏晋墓葬微气候监测结果分析表明，游
客参观条件下，六号墓微气候处于不断波动状态，
日游客量为 174 人时，室内温度、相对湿度，CO2
浓 度 平 均 值 分 别 为 14.4 ℃、68.0%、3.56 g ∙ m−3，
标准偏差分别为 1.0℃、3.7%、1.57 g ∙ m−3。散客
参 观 时， 墓 室 内 微 气 候 波 动 比 较 平 缓， 温 度、
绝 对 湿 度、 相 对 湿 度，CO2 浓 度 变 化 范 围 分 别
为 13.4℃ — 16.2℃、8.2 — 8.9 g ∙ m −3、54.0% —
70.9%，1.79 — 4.91 g ∙ m−3。团队参观时，墓室内
微气候出现剧烈波动，温度、绝对湿度、相对湿
度、CO2 浓度变化范围分别为 14.1℃ — 17.9℃、
8.8 — 10.5 g ∙ m −3 、62.2% — 73.0%、3.48 —
9.51 g ∙ m−3。游客参观结束，墓门关闭，随着空气

evaluation of air infiltration of protection hall of burial pit in
Han Yang Ling mausoleum by tracer gas decay method [J].
China Powe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16(1): 93 – 95.]
吴依茜 , 张健全 , 俄

浓度和温度逐渐降低，相对湿度逐渐升高，分别
达到 2.06 g ∙ m−3、13.0℃、71.2% 时趋于相对稳定。
没有游客参观条件下，七号墓葬微气候基本保持
相对稳定，监测期间，室内温度、相对湿度和 CO2

23 – 25. [Wu Y Q, Zhang J Q, E J. 2012. The study on the
environment of Wei-Jin tombs sited in Gansu provincial
museum [J]. The Silk Road, (10): 23 – 25.]
武发思 , 汪万福 , 贺东鹏 , 等 . 2011. 嘉峪关魏晋墓腐蚀壁画
细菌类群的分子生物学检测 [J]. 敦煌研究 , (6): 51 – 58.
[Wu F S, Wang W F, He D P, et al. 2011. Molecular
techniques used to analyze the bacterial groups on mural
paintings in Wei and Jin dynasty, Jiayuguan [J]. Dunhuang
Research, (6): 51 – 58.]
武发思 , 汪万福 , 贺东鹏 , 等 . 2013. 嘉峪关魏晋墓腐蚀壁
画真菌群落组成分析 [J]. 敦煌研究 , (1): 60 – 66. [Wu F
S, Wang W F, He D P, et al. 2013. The fungal community
composition on mural paintings in tomb of Wei and Jin

−3

浓度平均值分别为 11.4℃、83.1%、0.90 g ∙ m 。
魏晋六号墓和七号墓除了开放状态不同，两
者大小、形制、建造工艺及材质、赋存环境均较
为相似。但是，文物病害调查分析发现，六号墓
内砖壁画出现颜料层脱落、盐害和微生物侵蚀的
面积大于七号墓。可见，游客参观增加了砖壁画
发生病害的风险。游客数量越多，滞留时间越长，
墓室微气候波动越显著，墓葬文物发生病害的风
险也就越大。为了延缓病害的发生、发展，亟需
设定合理的室内温度、相对湿度和 CO2 浓度控制
范围，开展墓葬微气候环境控制，在保障文物安
全的前提下，满足游客参观需求。
致谢：敦煌研究院保护所和嘉峪关新城魏晋墓文
管所工作人员在病害调查、砖壁画制作材质分析
和游客量统计过程中给予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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