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物保护工程勘察设计方案编制

一、方案编制需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

性文件与国际公约等提出文物保护的基本理念与原则

二、掌握一定的专业知识

三、文物保护工程技术参考书目

四、文物保护工程勘察设计方案的勘察与设计

五、案例

一、方案编制需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

性文件与国际公约等提出文物保护的基本理念与原则

1.法律、行政法规；2.部门规章；3.规范性文件：4.文物保

护国际公约与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

1.法律、行政法规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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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条例等，了解并掌握法律和行政法规对于修缮设计方案的规

定，包括个人与团体资格。

2.部门规章：

文物保护工程管理办法、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办法等，依

据法律法规对相应的条款进行了进一步的细化。

3.规范性文件：约 20 个

文物保护工程勘察设计资质管理办法（试行）、

文物保护工程施工资质管理办法（试行）、

文物保护工程监理资质管理办法（试行）、

文物建筑防火设计导则（试行）、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规划编制审批办法、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规划编制要求、

《建筑制图标准》（GB/T50104-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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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建筑木结构维护与加固技术规范》、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记录档案工作规范（试行）》、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标志说明、记录档案和

保管机构工作规范（试行）》、

《古建筑木构架结构维护与加固技术规范》（GB50165-92）、

《古建筑保养维护规程》、

《近现代历史建筑结构安全性评估导则》（WW/ T 0048—

2014）、

《文物建筑防雷技术规范 》（QX189-2013）、

《文物保护工程文件归档整理规范》（WW /T 0024-2010）、

《文物建筑维修基本材料 木材》(WW/ T 0051-2014)、

《文物建筑维修基本材料 青瓦》(WW /T 0050-2014)、

《文物建筑维修基本材料 青砖》(WW/ T 0049-2014)

《文物建筑维修基本材料 石材》(WW /T 0052-2014)、

《石质文物保护修复方案编写规范》(WW /T 0007-2007)等，

从行业标准方面逐步对文物修缮设计进行的精细化的规范。

4.文物保护国际公约与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

《国际古迹保护与修复宪章（威尼斯宪章）》、

《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

《奈良真实性文件、》

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及阐释(2015-04-17 修订发布)等，

从总则、保护原则、保护和管理工作程序、保护措施、合理利用

等方面做了详细的阐述。

二、掌握一定的专业知识（9个方面）（1建筑历史基础，2

文史、艺术及考古学基础，3勘察测绘基础，4 保护工程方案勘

察设计文件编制，5 地质工程基础，6 文物建筑三防工程，7 文

物保护工程的分类，8 文物保护工程维修技术，9 文物保护材料

和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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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建筑历史基础

1.1 中国古代建筑简史

1.2 中国古代建筑技术简史

1.3 中国近代建筑简史、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的发

展历程及现状，了解多学科在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保护

工程中的应用；

1.4 中国古代建筑典籍：宋《营造法式》、明计成《园冶》、

清《清工部工程做法》

2.文史、艺术及考古学基础

2.1 中国古文献基础知识

2.2 中国美术史基础知识

2.3 考古学的基础知识

3.勘察测绘基础

3.1 文物建筑测绘制图：熟悉文物建筑测绘的基本知识、掌

握文物建筑测绘的技术方法、掌握计算机辅助制图的基本操作

3.2 摄影摄像及摄影测量：掌握摄影摄像的基本操作技术、

熟悉不同目的摄影摄像记录要求、了解摄影测量技术的类型及基

本方法；

4.保护工程方案勘察设计文件编制

4.1 保护工程勘察设计文件编制的程序、框架及方法

4.2 保护工程勘察设计文件的技术要求

4.2.1.掌握根据勘测、评估、鉴定结构制定保护工程技术路

线与技术措施

4.2.2.掌握保护工程概算、预算及结算的编制要求

4.2.3.掌握保护工程实施过程是设计文件的调整和变更要

求与程序

5.地质工程基础

5.1 掌握地址学基础知识

5.2 了解文物建筑和文物古迹地址灾害类型及形成原因



5.3了解文物建筑和文物古迹地址病害的分析评估方法和技

术

5.4 了解文物建筑和文物古迹的地基处理及岩体加固技术

6.文物建筑三防工程：熟悉了解文物建筑消防、安防、防雷

的相关规范

7.文物保护工程的分类

7.1 古文化遗址和古墓葬保护：了解我国古文化遗址、古墓

葬的类型及保护现状；熟悉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的保护原则

7.2 古建筑保护：了解我国古建筑类文物古迹的主要类型；

掌握现阶段古建筑保护的一般原则

7.3石窟寺及石刻文物：了解我国石窟寺及石刻文物的类型；

熟悉石刻文物的保护原则

7.4 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保护：了解近现代重要史

迹及代表性建筑的类型；熟悉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的保

护原则及保护的现状

7.5 壁画保护：了解我国壁画的类型；熟悉壁画的保护原则

8.文物保护工程维修技术

8.1 木构件文物建筑工程维修技术：掌握木构件文物建筑常

用木材的病害与成因及常用木材的防腐、防虫、补强技术；掌握、

了解木构件文物建筑勘察与检测技术；熟悉木构件文物建筑木作

工程、瓦作工程、石作工程、夯土工程、油漆作工程、彩画作工

程、及其它类型工程维修技术；

8.2 砖石文物建筑工程维修技术：熟悉砖石材料的基本知识

及建筑的勘察技术与检测技术；掌握砖石文物建筑的主要病害，

熟悉砖石砌体结构的裂缝修补与砌体加固技术、拱券及穹隆维修

技术、基础维修技术、近代砖石建筑的维修技术；

8.3 生土文物建筑（窑洞）维修工程技术

8.4 岩土文物保护工程维修技术

8.5 壁画文物工程维修技术：熟悉壁画的基地材料和特征、



绘制材料的特征及绘制方法、类型及工艺特征、病害类型及成因、

修复工艺与技术、揭取搬迁与复原技术；掌握勘察方法、了解检

测技术；

9.文物保护材料和技术

9.1 木质文物保护材料和技术：木材基本知识、熟悉木材各

种病害及成因、掌握木材的防蛀防腐及加固处理方法；

9.2 砖瓦石文物保护材料和技术：熟悉石材的类型及特性、

了解石材的加固及表面封护技术、熟悉砖瓦质材料的烧制技术与

特性、了解砖瓦质材料的病害类型及成因并掌握其加固材料与处

理方法；

9.3 岩土文物保护材料和技术，不展开

三、文物保护工程技术参考书目（10 本）

1.中国文物研究所编《祁英涛古建筑论文集》；

2.刘敦桢编《中国古代建筑史》（第二版），中国建筑工业出

版社，2008 年；

3.文化部文物保护科研所编《中国古建筑修缮技术》，中国

建筑工业出版社，1983 年；

4.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编《中国文物保护与修复技术》，科

学出版社，2009 年；

5.马炳坚著《中国古建筑木作营造技术》（第 2版），科学出

版社，2003 年；

6.刘大可《中国古建筑瓦石营法》，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1993 年；

7.边精一著《中国古建筑油漆彩画》（第 2版），中国建材工

业出版社，2013 年；

8.王旭东等《土遗址保护关键技术研究》，科学出版社，2013

年；

9.刘强著《石质文物保护》，科学出版社，2012 年；



10.王旭东等编《中国古代壁画保护规范研究》，科学出版社，

2013 年；

四、文物保护工程勘察设计方案的勘察与设计

常见的保护工程设计有：建筑类保护工程设计、遗址类保护

工程设计、石窟寺及石刻类保护工程设计、安全防护类工程设计；

此外还有专项设计：

原址重建工程设计；

迁移工程设计；

近现代文物建筑结构、设备改造工程设计；

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内必要的配套设施建设工程设计；

锚固工程设计；

灌浆工程设计；

防风化工程设计；

防渗排水工程设计；

防洪工程设计；

防护棚罩设计；

油饰彩画设计；

壁画塑像设计等，这些在《深度要求》内都作了相应的要求，

做这些设计都是建立在详尽的勘察、检测数据和对相关规范、材

料非常熟悉的基础，方能做出合理、科学、可行的技术方案。我

们在这选取大家最为常见的建筑类保护工程设计跟大家进行学

习。

如何做好一个勘察设计方案？一看、二想、三做，一看，看

关于文物建筑的历史文献资料、文物建筑本体，二想，结合看到

的文献资料与现场，判断现存建筑的原真性、完整性和真实性，

确定修缮方案的技术路线与技术措施，想现场工作如何开展与分

工，三做，即着手实际性工作，如文字资料收集、整理，建筑实

测，残存勘察与记录，残损照片拍摄，再到室内把所有资料按设



计要求整理成正式文本；勘察设计方案文本由四大部分组成：项

目概况、现状勘察、方案设计、工程概算，这四部分当中又包含

着不同的内容，在后面的我会逐一讲到。

1.我先讲勘察设计文件的编排顺序：封面、扉页、目录、项

目概况、现状勘察、方案设计、工程概算

1.1.封面：写明方案名称（注意文物保护单位公布的名称）、

设计阶段（可理解为方案阶段或施工图阶段，也可是报审稿或批

准稿）、设计单位、编制时间。

1.2.扉页：写明建设单位或委托单位、勘察设计单位，并加

盖单位公章和勘察设计资质专用章。写明勘察设计单位法定代表

人、技术总负责人、项目主持人及专业负责人的姓名，并经上述

人员签署。

1.3.目录。

1.4.项目概况

1.5.现状勘察。

1.6.方案设计。

1.7.工程概算。

2.项目概况：项目名称、项目地点、建筑年代、管理单位、

项目区划（项目所处位置所处位置）、工程概况（修缮工程的基

本情况介绍，如占地面积、建筑面积、朝向、平面布局、由哪些

建筑组成等内容）、修缮工程的范围及内容（对纳入修缮工程的

建筑做一个简要说明）

3.现状勘察

目的：探查和评估文物保存状态、破坏因素、破坏程度和产

生原因，为工程设计提供基础资料和必要的技术参数。

内容：对文物的形制与结构、环境影响、保存状态以及具体

的损伤、病害进行的测绘、探查、检测、调查研究并提出勘察结



论等内容。

测绘，测量并记录文物现存状态、结构、病害及分布区的地

形、地貌。

探查，查明文物损伤及病害的类型、程度及原因。

检测，对病害成因和文物的安全性进行测试检查，包括工程

地质和水文地质检测、建筑材料分析试验、环境检测等；检测要

符合相关专业的现行国家标准。

调查研究，收集文物历史资料、考古资料和历次维修资料，

了解文物的原材料、原形制、原工艺、原做法，判别文物年代等。

勘察结论，在上述工作的基础上，对文物形制、年代、价值、

环境和病害原因进行分析评估，提出文物保存现状的结论性意见

和保护建议。

上述勘察汇总成现状勘察报告，分为现状勘察报告、现状实

测图纸和现状照片三个部分；

3.1 现状勘察报告：建筑历史沿革、历次维修情况、文物价

值评估、现状描述、损伤和病害的成因分析、勘察评估结论、现

状实测图纸、现状照片等 8个方面的内容。

3.1.1.建筑历史沿革，主要反映现存建（构）筑物和附属物

的始建和存续历史、使用功能的演变等方面的情况。根据需要可

附必要的考古调查资料。

3.1.2.历次维修情况。说明历史上历次维修时间和内容，重

点说明近期维修的工程性质、范围、经费等情况。

3.1.3.文物价值评估，主要说明文物保护单位级别、批准公

布年代，分别明确文物建筑总体以及维修单体的历史价值、艺术

价值、科学价值和社会价值等。

3.1.4.现状描述，明确项目范围，表述建（构）筑物的形制、

年代特征和保存现状，表述病害损伤部位和隐患现象、程度以及



历史变更状况，表述环境对文物本体的影响，并列出勘察记录统

计表。（以一个单体建筑为例，其勘察可从下至上或从上之下进

行勘察与描述，这样就不会漏掉某一部分，如台明及地面、墙体、

大木架（即梁架）、屋面（含瓦、椽、檩、脊饰等）、小木作（即

装修，包含门、窗、栏杆、挂落、花罩等）、油饰等，如室内有

给排水、电力通讯等，也可一并列表勘察）。

3.1.5.损伤和病害的成因分析和勘察评估结论，主要说明勘

察和调查研究的基本成果，结论要科学、准确、简洁。必要时须

附有工程地质、岩土、建筑结构安全检测等有关专业的评估或鉴

定报告。

3.1.5.1 损伤和病害的成因分析：结合实地勘察，将残损情

况概括分类进行客观的评述：台基体系、屋面体系、大木作体系、

墙体（外墙、内墙）、小木作体系、院落铺装（含给排水、电力

通讯、环境等）几个方面进行分述；并就病害成因进行归类总结：

一是人为破坏、二是建筑材料老化及自然力的破坏、三是管理、

使用方案的危害因素（也就是我们经常讲的没有得到必要的保养

维护、使用者的不当修缮等）

3.1.6 勘察评估结论：根据勘察的损伤和病害成因分析，根

据相关的评定标准如《古建筑木构架结构维护与加固技术规范》

（GB50165-92）、《近现代历史建筑结构安全性评估导则》（WW/ T

0048—2014）、《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及阐释(2015-04-17 修订

发布)》等，确定每栋建筑的安全评估结论与修缮措施。

3.1.7.现状实测图纸：区位图、保护范围总图、现状总平面

图、平面图、立面图、剖面图、结构平面图、详图等。

区位图：文物所在的区域位置，比例一般为 1﹕10000～1﹕

50000。

保护范围总图：反映保护范围周边环境与文物本体的关系。



比例为 1﹕200～1﹕10000。（最好使用地形图，并在上面标识相

关内容）

现状总平面图：

（1）反映建（构）筑物的平面和竖向关系，地形标高，其

他相关遗存、附属物、古树、水体和重要地物的位置。

（2）工程内容和工程范围。

（3）标明或编号注明建筑物、构筑物的名称。

（4）庭院或场地铺装的形式、材料、损伤状态。

（5）工程对象与周边建筑物的平面关系及尺寸。

（6）指北针或风玫瑰图、比例。比例一般为 1：500～1：

2000。

平面图

（1）建筑的现状平面形制、尺寸。有相邻建筑物时，应将

相联部分局部绘出。多层建筑应分层绘制平面图。

（2）柱、墙等竖向承载结构和围护结构布置。

（3）平面尺寸和重要构件的断面尺寸、厚度要标注完整。

尺寸应有连续性 ，各尺寸线之间的关系准确。

（4）标注必要的标高。

（5）标注说明台基、地面、柱、墙、柱础、门窗等平面图

上可见部件的残损和病害现象。

（6）建筑地面以下有沟、穴、洞室的，应在图中反映并表

述病害现象。

（7）地基发生沉降变形时，应反映其范围、程度和裂缝走

向。

（8）门窗或地下建筑等损伤和病害在平面图中表述有困难

时，可以索引至详图表达。图形不能表达的状态和病害现象，应

用文字形式注明。

（9）比例一般为 1﹕50～1﹕200。

立面图



（1）建（构）筑物的立面形制特征。原则上应绘出各方向

的立面；对于平面对称、形制相同的立面，可以省略。

（2）立面左右有紧密相连的相邻建（构）筑物时，应将相

连部分局部绘出。

（3）立面图应标出两端轴线和编号、标注台阶、檐口、屋

脊等处标高，标注必要的竖向尺寸。

（4）表达所有墙面、门窗、梁枋构件等图面可见部分的病

害损伤现象和范围、程度。

（5）比例一般为 1﹕50～1﹕100。

剖面图

（1）按层高层数、内外空间形态构造特征绘制；如一个剖

面不能表达清楚时，应选取多个剖视位置绘制剖面图。

（2）剖面两端应标出相应轴线和编号。

（3）单层建（构）筑物标明室内外地面、台基、檐口、屋

顶或全标高，多层建筑分层标注标高。

（4）剖面上必要的各种尺寸和构件断面尺寸、构造尺寸均

应标示。

（5）剖面图重点反映屋面、屋顶、楼层、梁架结构、柱及

其它竖向承载结构的损伤、病害现象或完好程度。残损的部构件

位置、范围、程度。

（6）在剖面图中表达有困难的，或重要的残损、病害现象，

应索引至详图中表达。

（7）比例一般为 1﹕50～1﹕100。

结构平面图

（1）反映结构的平面关系，结构平面图可根据表达内容的

不同，按镜面反射法、俯视法绘制。

（2）标注水平构件的残损、病害现象及程度、范围。

（3）比例一般为 1﹕50～1﹕100。

详图



（1）反映基本图件难以表述清楚的残损、病害现象或完好

程度、构造节点。

（2）详图与平、立、剖基本图的索引关系必须清楚。

（3）构部件特征及与相邻构部件的关系。

（4）比例一般为 1﹕5～1﹕20。

3.1.8 现状照片

3.1.8.1 必须真实、准确、清晰，依序编排。

3.1.8.2 重点反映工程对象的整体风貌、时代特征、病害、

损伤现象及程度等内容。

3.1.8.3 反映环境、整体和残损病害部位的关系。

3.1.8.4 与现状实测图、文字说明顺序相符。

3.1.8.5 现状照片应有编号或索引号，有简要的文字说明。

4.方案设计

依据现状勘察结果编制。达到：说明保护的必要性，保证技

术措施的合理性和可行性；确定工程项目、工程规模，工程量估

算和工程造价估算；满足施工的要求。

方案设计文件包括设计说明和设计图纸两部分内容。我的要

求是方案设计图能达到设计施工图的深度要求，提到修缮议程上

的项目，都是纳入修缮计划的项目，只要修缮的技术路线与措施

没有违背文物修缮的原，方案一般都等通过评估并获得审批通

过。

4.1.设计说明

4.1.1 设计依据。包括项目立项批准文件、有关政策法规、

已批准的总体保护规划、保护及功能方面的需求（设计委托书有

关内容或设计合同有关内容）等。

4.1.2 设计原则和指导思想。

4.1.3 工程性质。根据病害和问题确定工程性质，说明要达

到的修复效果和景观效果。同一工程包含不同性质的子项工程



时，要逐一说明。

4.1.4 工程范围和规模。工程规模应量化。

4.1.5 保护措施。针对病害采取的修缮防治措施，材料、做

法的技术要求，必要时可作多种措施的方案比较，并提出推荐方

案。 采用新材料或涉及建筑安全的结构材料时，应有严格的技

术要求和材料的检测报告及质量标准说明。

4.1.6 说明与保护措施有关系的地理环境、气象特征、场地

条件等。

4.2 设计图纸

4.2.1 总平面图

（1）表达工程完成后的建（构）筑物平面关系和竖向关系，

反映地形标高及相应范围内的树木、水体、其它重要地物和其它

文物遗存，标示工程对象、工程范围和室外工程的材料、做法，

标注或编号列表注明建（构）筑物名称。

（2）表达场地措施、竖向设计，包括防洪、场地排水、环

境整治、场地防护、土方工程等，标注相关主要尺寸、标高，标

注工程对象和周边建（构）筑物的平面尺寸。

（3）指北针或风玫瑰图。

（4）比例一般为 1：500～1：2000。

4.2.2 平面图

（1）主要表述的内容为：台基、地面、柱、墙、柱础、门

窗等平面图中所能反映、涵盖的工程内容、材料做法。

（2）反映工程实施后的平面形态、尺寸，当各面有紧密连

接的相邻建（构）筑物时，应将相联部分局部绘出。以图形、图

例或文字形式在图面上表述针对损伤和病害所采取的技术措施，

反映原有柱、墙等竖向承载结构的平面布置、围护结构的平面布

置和工程设计中拟添加的竖向承载加固的构部件的布置。

（3）标注必要的室内外标高。首层平面绘制指北针。

（4）比例一般为 1﹕50～1﹕200。



4.2.3 立面图

（1）表达工程实施之后的立面形态。原则上应绘出各方向

的立面；对完全相同且无设计内容的立面可以省略。当建筑物立

面上有相邻建筑时需表明两者之间的立面关系。

（2）立面图要标注两端轴线、重要标高和尺寸。柱身、墙

身和其它砌体外墙面上采取的工程措施和材料做法，标注门、窗、

屋盖、梁枋和其它在立面上有所反映的构部件的工程措施和材料

做法，工程内容要尽可能量化。

（3）比例一般为 1﹕50～1﹕200。

4.2.4 剖面图

（1）反映实施工程后的建筑空间形态，根据工程性质和具

体实施部位不同，选择能够完整反映工程意图的剖面表达，如一

个剖面不能达到上述目的时，应选择多个剖面绘制。

（2）工程内容主要表述地面、结构承载体、水平梁枋和梁

架、屋盖等在平面图、立面图上所不能反映的构部件的工程设计

措施和材料做法。

（3）比例一般为 1：30～1：100。

4.2.5 详图

（1）反映基本图件难以表述清楚的构件及构造节点。

（2）详图与平、立、剖基本图的索引关系必须清楚，定位

关系明确。

（3）构部件特征及与相邻构部件的关系。

（4）比例一般为 1﹕5～1﹕20。

5.预算

5.1 施工图预算书基本要求

5.1.1 预算必须以相应的施工图设计文件为前提编制，预算

所列项目、工程量必须与设计文件的相关内容对应。

5.1.2 预算可以采用定额法编制，也可以采用实物法编制。



取费标准执行国家和地方的相关规定。

5.1.3 采用预算定额法编制预算时，必须选择适用定额。某

部分项目确实缺乏适用定额时，允许以市场价格为依据编制补充

定额，并附综合单价的组价明细与依据。

5.2 预算编制依据

5.2.1 施工图设计技术文件。

5.2.2 国家和工程所在地政府有关工程造价管理的法规、政

策。

5.2.3 工程所在地（或全国通用的）主管部门的现行的、适

用的工程预算定额和有关的专业安装工程预算定额、材料与构配

件预算价格、工程费用定额及有关取费规定和相应的价格调整文

件。

5.2.4 现行的其它费用定额、指标和价格。

5.2.5因工程场地条件而发生的其它规定之内的工程费用标

准。

5.2.6 采用实物法编制预算书时，工程直接费以市场价为依

据，取费标准仍应执行国家和工程所在地主管部门的相关规定。

5.3 预算书编排内容

5.3.1 封面（或扉页）。标写项目或工程名称、编制单位、

编制日期，应有编制人、审核人签字，并加盖编制人员资质证照

和编制单位法人公章。

5.3.2 预算编制说明书。其内容应包括：工程概述，说明工

程的性质和规模；编制依据，对所选用的定额、指标、相关标准

和文件规定进行清楚的说明；编制方法和其它必要的情况说明。

5.3.3 预算汇总表。由明细表子目汇总、合成。依次列直接

费、间接费和取费费率、其它费用、合计费用。

5.3.4 预算明细表。套用定额子目要准确并编号清楚；无定

额和其它标准作为依据的子目，要标注清楚。



五、案例

1.目前勘察设计方案中常见的问题

勘察部分

1.1 设计方案名称未准确使用文物保护单位名称，如：双峰

禅院（洪觉寺）；另，抢救性保护方案等

1.2.设计文本都没有标注“设计阶段”，建议第一稿都写“报

审稿”

1.3.现场勘察简单，建筑历史沿革、历次维修情况、文物价

值评估等都系抄四有档案；

1.4 现状描述欠规范，这个可参照《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保护范围、标志说明、记录档案和保管机构工作规范（试行）》

中关于文物保护单位简介的要求，补充相关内容写，一般先介绍

一组建筑整体现状，如朝向、是否为中轴对称、由那几进建筑组

成、两厢都有那些建筑、主体建筑的形制（悬山、硬山）、附属

建筑的形制、主体建筑的结构形制（穿斗、台梁、三角屋架）、

整组建筑占地面积与建筑面积，然后再分单体建筑描述（位于整

组建筑什么位置、建筑形制、结构形制、面阔几间、进深几间、

建筑面积、原建筑形制的勘察、残损状况的勘察）；专业术语使

用不当，如台梁式梁架结构，叉手等。

1.5 损伤勘察不细致，一是残损勘察有遗漏，体现在勘察报

告内没有残损，但有修缮措施；二是建筑构件分类不合理，一个

单体建筑可从屋面（脊、瓦、封檐板、椽、檩）、大木作（梁架、

柱、梁、枋等）、小木作（门、窗、栏杆、挂落、楼梯等）、墙体

（含粉刷、壁画等）、楼地面、给排水、电力通讯等几大类，彼

此之间有相互交叉罗列或漏勘的现象；三是勘察的残损未准确记

录残损的位置与程度；

1.6 病害成因分析，没有结合现场的实际情况进行综合分

析，一般一笼统的年久失修等话语概括。没有分析那些是人为的

（拆改），哪些是自然的（洪水、地质灾害），哪些是缺乏必要的



维护造成的（小的漏雨不检修，导致大的残损），那些是客观条

件变化了造成的（如有了新的桥梁，该桥废弃了等，苦竹溪桥）

等等。

1.7 勘察评估结论，有些设计文本内就缺少这一环节，有的

则没有根据现场实际情况，结合相关规范作出客观的评估，象征

性的写上几句话。

1.8 现状实测图纸，一是结构交代不准确，存在错误；二是

未按《建筑制图标准》（GB/T50104-2001）要求绘制图纸，无线

型区别、相关符号标识错误（剖切符号、大样图索引符号、填充

符号）、东立面图、西立面图等；三是残损标识与勘察表内的残

损量有误或没有标注；四是缺乏必要的剖面图，建议明间、次间、

稍间、尽间等都绘制剖面图，梁架结构还是有一定的区别，同时

也便于残损标注；五是大样图绘制不规范，尤其是门窗大样图，

只有立面图，没有剖面图与结构节点详图；

1.9 现状照片，一是照片命名不准确，不能准确表述照片所

反映的位置与问题；二是照片只注重了残损，未能同时反映残损

的位置，及其带来隐患的重要性。

2.设计部分

2.1 设计依据

对于文物保护法律法规、行业准则不熟悉、使用过期的版本，

如《文物保护法》、《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弄错现行规范性文件

的标题，如《文物保护工程设计文件编制深度要求(试行)》。

2.2 设计原则和指导思想，这一部分基本是统一格式，没有

什么变化。

2.3 工程性质，重点反映在定性不准，修缮工程变成抢险加

固工程。



2.4 工程范围和规模，没有就此次修缮的建筑进行明确，就

单幢建筑的工程性质也未明确。无修缮面积等量化的数据（做招

投标文件时还要临时计算）。

2.5 保护措施。之前已讲过修缮措施的要求，在此要特别强

调保护措施一定要符合文物保护的原则，否则就是对文物的破

坏。目前，存在的问题，一是保护措施定位定性不准，最小干预

则变成以换代修等；二是制定的某些措施与知己之前定的“设计

原则和指导思想”相违背，如墙面粉刷材料；三是保护措施的操

作工艺要求没有明确，对材料类别、配比和操作工艺要求也没有明

确；四是漏掉给排水与电力通讯方面的修缮措施；五是对于采用新

材料或涉及建筑安全的结构材料时，没有提出应根据实验数据，

并经过相关的技术评估，符合文物保护原则的前提下方可使用的

要求。

2.6 设计图纸，问题与勘察设计图纸相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