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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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23862-2009《文物运输包装规范》，与GB/T 23862-2009相比，除结构调整和编辑

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a） “范围”添加了“文物包装信息的编制”（见第1章）； 

b） 增加了GB/T 4122.3 、GB/T 5849、GB/T 12464 、GB/T 36911等多项规范性引用文件，并更新

了规范性引用文件的版本（见第2章）； 

c） 删除了其他标准中已有的术语，并增加了“文物风险评估”术语（见第3章）； 

d） “基本要求”增加了文物风险评估的要求和方法（见4.1.7～4.1.9）； 

e） “包装材料要求”增加了本文件规定以外的其他包装材料的要求（见4.2.3.5和4.2.4.6）； 

f） “箱体材料”增加了“细木工板”的要求（见4.2.4.2）； 

g） 内包装箱增加了囊匣的要求（见4.3.3）； 

h） 增加了监测设备的安装要求（见4.6.8和4.8.9）； 

i） 删除“文物包装箱内部环境控制”一章，对应内容调整至第4章（见2009年版的第5章）； 

j） 附录A调整为附录B，增加了资料性附录A“根据风险制定包装解决方案”； 

k） 参考文献增加了EN 15946:2011和EN 16648: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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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由国家文物局提出。 

本文件由全国文物保护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 289）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本文件及其所替代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GB/T 23862-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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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物 运 输 包 装 规 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文物运输包装的技术要求和文物包装信息的编制。 

本文件适用于由公路、铁路、航空承运的文物运输包装。 

本文件不适用于由水路承运的文物运输包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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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T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T 1413 系列1集装箱 分类、尺寸和额定质量 

GB/T 4122.3 包装术语 第3部分：防护 

GB/T 4122.4 包装术语 第4部分：材料与容器 

GB/T 4456 包装用聚乙烯吹塑薄膜 

GB/T 4768 防霉包装 

GB/T 5048 防潮包装 

GB/T 5849 细木工板 

GB/T 6543 运输包装用单瓦楞纸箱和双瓦楞纸箱 

GB/T 6544 瓦楞纸板 

GB/T 7284  框架木箱 

GB/T 7350  防水包装 

GB/T 9846 普通胶合板 

GB/T 10802  通用软质聚醚型聚氨脂泡沫塑料 

GB/T 12464  普通木箱 

GB/T 12626（所有部分） 湿法硬质纤维板 

GB/T 16299 飞机底舱集装箱技术条件和试验方法 

GB/T 16471 运输包装件尺寸与质量界限 

GB 18580 室内装饰装修材料  人造板及其制品中甲醛释放限量 

GB 18581 木器涂料中有害物质限量 

GB/T 18944.1 高聚物多孔弹性材料海绵与多孔橡胶制品 第1部分:片材 

GB/T 36911 运输包装指南 

JT/T 198 道路运输车辆技术等级划分和评定要求 

WW/T ××××× 馆藏文物保存设施 文物储存囊匣 

3 术语和定义 

GB/T 4122.3和GB/T 4122.4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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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运输包装 shipping packaging of cultural relics   

使用适当的包装材料、包装容器，并利用相关的技术（并不局限于包装技术），保证文物在运输过

程中的安全。 

3.2  

文物包装容器 packaging containers for cultural relics 

为保证文物安全存放、运输而使用的盛装器具总称，包括内、外包装箱。 

3.3  

内包装箱 inner box  

用于直接盛装文物的内层包装容器。 

3.4  

常规外包装箱 normal exterior case 

用于盛装内包装箱的集装式直方体包装容器。 

3.5  

特殊外包装箱 special exterior case 

针对特殊形体、特殊重量、特殊材质文物的实际需要，而制作的特殊规格外包装容器。 

3.6  

表面防护包装材料 packaging materials for surface protection 

可以直接接触文物的包装材料。 

3.7  

阻隔包装材料 packaging materials for blocking 

用来阻隔文物包装容器内部与外部环境的温度、湿度以及气体等环境因素变化，保证文物保存环境

稳定性的包装材料。 

3.8  

防震与缓冲包装材料 packaging materials for shockproof and cushion 

为减缓文物受到的冲击和振动而垫衬在文物周围的包装材料。 

3.9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packaging pictorial marking for handling of goods 

在包装、运输过程中，为使文物包装箱存放、搬运适当，按标准格式在文物包装箱一定位置上，以

简单醒目的图案和文字标明的特定记号和说明事项。 

3.10  

文物风险评估 cultural relics risk assessment 

识别和分析文物在包装作业以及整个流通过程中可能遭受到的危害因素，并评估危害因素对文物产

生的影响。 

4 技术要求 

4.1 基本要求 

4.1.1 文物包装应结构合理，宜采用环保材料，包装材料应对文物不造成损害，并确保文物安全。 

4.1.2 包装时应注意对文物内部结构、质地及表面层的保护。 

4.1.3 文物包装应具有防水、防潮、防霉、防虫、防震、防尘和防变形的功能。 

4.1.4 内包装箱、外包装箱应根据文物的质地、外形、尺寸、包装运输条件进行设计。 

4.1.5 包装箱外形尺寸应符合 GB/T 16471的要求。 

4.1.6 重量超过 45kg的装有文物的包装箱，在进行移动的过程中，应使用机械设备。起重、搬运设备

的承载重量应小于设备额定承载能力的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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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7 文物进行包装前宜进行文物风险评估，进行风险评估时，需要考虑文物自身特性、托运文物的

数量、尺寸和重量以及包装作业和整个流通过程。 

4.1.8 根据文物风险评估选择包装方式、包装材料和运输方式。相关方应共享信息。附录 A提供了一

些根据风险进行包装的解决方案。 

4.1.9 文物风险评估和包装设计宜根据 GB/T 36911的要求进行。 

4.2 包装材料要求 

4.2.1 文物包装材料分类 

文物包装材料主要分为：表面防护包装材料，阻隔、防震与缓冲包装材料和箱体包装材料。 

4.2.2 表面防护包装材料 

应使用对文物无污染、柔软的材料，如：绵纸、无酸纸、浅色纯棉制品等。 

4.2.3 阻隔、防震与缓冲包装材料 

4.2.3.1 聚乙烯吹塑薄膜应符合 GB/T 4456的要求。 

4.2.3.2 溶剂型木器涂料面漆应符合 GB 18581的要求。宜使用硝基类、聚氨酯类面漆，不宜使用醇酸

类涂料、不饱和聚酯类涂料。 

4.2.3.3 海绵应符合 GB/T 18944.1的要求。 

4.2.3.4 软质聚氨脂泡沫塑料应符合 GB/T 10802的要求。 

4.2.3.5 其他包装材料宜由供需双方协商具体要求。 

4.2.4 箱体材料 

4.2.4.1 木材 

4.2.4.1.1 文物包装箱用木材应在保证包装箱强度的前提下，根据合理用材的要求，选用适当的树种。 

4.2.4.1.2 包装用木材质量应符合GB/T 7284或GB/T 12464的要求。 

4.2.4.1.3 木箱的箱板、箱档木材含水率一般为8%～20%，滑木、枕木及框木含水率一般不大于24%。 

4.2.4.1.4 天然木材应经过熏蒸处理。 

4.2.4.2 细木工板 

4.2.4.2.1 应符合GB/T 5849的要求。 

4.2.4.2.2 甲醛释放量应符合GB 18580的要求 

4.2.4.3 胶合板 

4.2.4.3.1 应符合GB/T 9846的要求。 

4.2.4.3.2 甲醛释放量应符合GB 18580的要求。 

4.2.4.4 纤维板 

4.2.4.4.1 应符合GB/T 12626的要求。 

4.2.4.4.2 甲醛释放量应符合GB 18580的要求。 

4.2.4.5 瓦楞纸板 

4.2.4.5.1 一般优先选用双瓦楞纸板。 

4.2.4.5.2 应符合GB/T 6544中优等品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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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6 其他材料 

其他箱体材料宜由供需双方协商具体要求。 

4.3 制箱要求 

4.3.1 一般要求 

4.3.1.1 包装箱应具有防震、防冲击、抗压、防潮、防水、防虫、防尘、防变形、保温和阻燃性能。

箱体设计应能够承受运输中的多次搬运以及环境的复杂变化。 

4.3.1.2 直接盛装文物的包装箱，其箱体内部与文物应留有不小于 5cm的空间，以便充填缓冲材料或

者采取其他缓冲保护方式。 

4.3.1.3 箱盖处安装时加装密封条，当箱盖关闭时，起到密封及防水作用。 

4.3.1.4 外包装箱表面不应有突出的锁扣等装置，以避免箱体移位时发生拉挂等现象，影响箱体安全。 

4.3.1.5 外包装箱应有明确的包装储运图示标志，并标明箱号。 

4.3.2 外包装箱 

4.3.2.1 常规外包装箱  

4.3.2.1.1 箱体制作  

木箱箱体材料根据文物重量进行选择，除重量≤100kg的文物的箱体四壁和顶部材料采用细木工板

外，其余均采用胶合板，箱体各部位材料的厚度应根据表1的要求进行，箱体结构参见附录B。其他箱体

材料应具备同等的防护性能。 

表1 木箱箱体各部位材料的厚度 

文物重量 

kg 

箱体各部位材料的厚度 

mm 

四壁和顶部 箱底 

箱板 箱档 箱板 箱档 

≤100 ≥12 ≥18 ≥18 ≥18 

100～250 ≥12 ≥18 ≥18 ≥36 

250～500 ≥18 ≥18 ≥30 ≥36 

 

4.3.2.1.2  箱体规格 

在符合航空、公路和铁路运输尺寸要求的前提下，常规外包装箱尺寸应根据GB/T 16299和GB/T 1413

的要求进行设计，可根据实际情况适当增减。 

4.3.2.2  特殊外包装箱 

重量≥500kg或需要独立包装的大型文物，一般使用框架木箱等承重木箱。其他材质的外包装箱根

据文物实际情况由供需双方协商设计。 

4.3.3 内包装箱 

如果采用囊匣作为内包装箱，应符合WW/T ×××××的规定。其他内包装箱的箱体材料根据文物重量

进行选择，选择的材料、材料规格以及材料间的连接方式如表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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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内包装箱箱体材料的选择 

文物重量 

kg 
箱体材料 材料规格 材料间的连接方式 

≤30 
瓦楞纸箱、

纤维板 

 应符合GB/T 6543的要求，单瓦楞纸箱应使

用BS-1.4类或以上等级，双瓦楞纸箱应使用

BD-1.3类或以上等级； 

胶粘 

30～50 胶合板 厚度≥12mm 木螺钉连接 

≥50 胶合板 厚度≥18mm 乳胶黏结，加木螺丝钉紧固 

 

4.4 防护包装要求 

4.4.1 防震包装 

4.4.1.1 在文物与内包装箱箱体内部各面之间以及内、外包装箱之间放置衬垫防震缓冲材料。 防震缓

冲材料应紧贴（或紧固）于文物和内包装箱或外包装箱内壁之间。 

4.4.1.2 缓冲材料应质地柔软,富有弹性,不易疲劳变形、虫蛀及长霉。 

4.4.2 防潮包装 

防潮包装应符合 GB/T 5048的要求。 

4.4.3 防水包装 

防水包装应符合 GB/T 7350的要求。 

4.4.4 防霉包装 

防霉包装应符合 GB/T 4768 的要求。 

4.5 包装场地要求 

4.5.1 包装场地应设在室内，相对宽敞。 

4.5.2 文物、包装材料应摆放有序。 

4.5.3 包装场地应封闭，易于对出入人员的管理，并有一定的保卫措施或人员。 

4.5.4 室内包装场地应有环境控制系统，应保持在适宜于文物包装、存放的环境下。 

4.6 装箱要求 

4.6.1 文物包装时，应确保周围环境和文物包装箱内清洁、干燥、无有害介质。 

4.6.2 文物表面可根据需要包裹一层表面防护包装材料。 

4.6.3 选用适当的包装方法将文物水平放置在内包装箱内，并予以紧固。体积和重量较大的文物，将

其直接固定在特殊外包装箱内，并进行防震包装。 

4.6.4 根据文物情况，应在包装箱内放置适合的调湿、吸附、防霉、防虫等材料。 

4.6.5 文物上可移动的附件原则上应分开单独包装，但应装在同一个包装箱内，并固定在适当的位置。

成套的（由多件组成的）文物无法装入同一个包装箱内的，以个体为单位独立包装，并写明编号，以方

便查找。 

4.6.6 文物装箱后，其包装箱的重心宜尽量靠下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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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7 将若干个内包装箱按照较重文物在下，较轻文物在上的原则依次码入外包装箱内。内包装箱不

应与外包装箱直接接触，在各箱体间应留有一定的空隙以便放置防震缓冲材料。 

4.6.8 必要时可在外包装箱内安装温湿度、振动和冲击等监测设备，采集文物包装运输过程中危害因

素的数据，以便积累和分析文物运输过程中危害因素的数据。 

4.6.9 用防震缓冲材料填实空隙，放入并固定此箱文物清单，最后封箱。 

4.7 存放、堆码的安全要求 

4.7.1 文物不应露天存放。 

4.7.2 存放文物的库房应有环境控制系统，确保文物不受环境变化的影响。 

4.7.3 文物外包装箱堆码不应超过两层。 

4.7.4 堆码时应注意将体量大的文物包装箱放置在下层，体量小的文物包装箱放置在上层。 

4.8 文物运输的技术、安全要求 

4.8.1 运输工具的选择以保障文物安全为前提，宜提前规划运输路线或计划。 

4.8.2 出发地与目的地之间有高速公路相通，且公路运输时间不超过 24h的，可选择公路运输。 

4.8.3 两地间距离过远，公路运输时间在 24h以上，或道路状况不佳，沿线地形复杂，气候条件不利

于公路运输时应采用铁路运输或空运方式。 

4.8.4 公路运输时，在高速路上的车速不应超过 80km/h，在国、省道上的车速不应超过 60km/h。司机

连续驾驶不应超过 4h。 

4.8.5 夜间不宜运输。晚上驻地休息时，装载文物的车辆应停放在安全条件较好的当地文博单位中，

并留有专人值班看守。 

4.8.6 公路运输和铁路运输应有专职人员押运。 

4.8.7 装卸作业时，文物包装箱的倾斜角不应超过 30°。 

4.8.8 水平搬运外包装箱时宜尽量降低箱体悬空距离。 

4.8.9 必要时可安装监控设备，监测运输过程中的温湿度、振动和冲击等危害因素。 

4.9 文物运输车辆的技术要求 

4.9.1 运输文物时，宜使用全封闭箱式货车。车辆技术等级应达到 JT/T 198中要求的一级。 

4.9.2 封闭厢式货车厢内应安装有温度、湿度控制设备，根据文物需要，确定温、湿度控制范围。车

厢厢体内应装备有防火、保温夹层。 

4.9.3 厢式货车宜配备有液压升降板，以减少文物包装箱垂直移动的悬空距离，保证安全。 

4.9.4 封闭厢式货车宜配备气垫防震装置。车厢内应有紧固锁具装置，以便在车辆行驶时木质外包装

箱在车厢内牢固、稳定。 

4.10 文物承运人资质 

委托的文物承运人的资格由国家有关行政部门根据有关规定认定并颁发资格证书。 

5 文物包装信息的编制 

5.1 包装箱内文物信息的编制 

5.1.1 封箱前应对箱内文物进行清点，核对箱内文物状况，填写文物包装清单，列出文物的基本信息，

并附文物照片。 

5.1.2 文物包装清单至少一式四份，由文物交接双方经手人和相关方（包括承运人、押运人、保险公

司等）签字认可，一份随文物一起装箱，其余由各方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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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文物包装、运输操作信息的编制 

根据文物的包装工艺，考虑运输过程中的各种因素，编制文物运输、装卸及包装拆解操作规程信息，

对包装结构复杂的文物包装件，应在箱体上标注出主要固定结构的位置以及包装拆解的顺序。 

5.3 包装运输标志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应符合GB/T 191的要求。上盖与侧面或端面应有明确的位置对应标记，以便再次

装箱时，易于查找箱盖的正确安放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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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A 

（资料性） 

根据风险制定包装解决方案 

表 A.1 列出了与整个运输过程相关的各种风险类别。风险类别按发生频次排序。 

表 A.1根据风险制定包装解决方案 

风险类别 风险来源 包装方案 

1.物理因素 

文物的特性（如易碎性等） 

表面采用与文物性质相适应的保护材料；使

用保护材料防止穿刺和渗透（如表面防护包

装材料、阻隔材料等） 

运输或搬运过程中容易发生的冲击和振动

（即与运输方式和包装类型有关的风险:如尺

寸、重量） 

采用吸收材料抗冲击和振动（如防震与缓冲

包装材料等） 

物品变形的风险 
使用适当的包装（例如双板条箱）和组合包

装 

倾翻的危险 使用适当的搬运方法 

2.温度 温度变化 
打开包装前的在操作区域内放置一段时间；

操作区域内环境控制 

3.相对湿度 温度、相对湿度或大气压的变化 

使用防潮包装 

使用缓冲材料 

打开包装前的在操作区域内放置一段时间 

4.组成文物或包

装的各个部分分

离 

各部分没有标记 

文物各部分的标记，或不能直接标记部件的

包装的标记（针对对包装结构复杂的文物包

装件） 

安装和拆卸程序的缺失或不完善 
安装和拆卸程序（文物包装、运输操作信息

的编制，包含完整详细的操作流程） 

不完整的装箱单 装箱单（文物包装清单） 

5.污染 

由于不适当的包装、安装，在处理包装材料

或文物过程中与文物直接接触（即与皮肤接

触、使用与文物性质不相称的手套）而释放

出有害物质 

使用合适的材料 

使用阻隔材料 

戴上适合文物性质的手套 

6.水和其他液体 

雨水； 

洪水； 

管道破损 

使用外部防水膜（例如聚乙烯吹塑薄膜、溶

剂型木器涂料面漆等） 

将包装从地面抬高（使用托盘、货架、滑木、

板条等） 

7.虫害侵染 

运输或包装前文物已存在污染 

环境污染 

包装污染 

对已污染的文物或包装隔离放置 

对文物进行消毒 

对包装或存储场所区域消毒 

包装使用经认证过的特殊处理的材料 

8.盗窃和故意破

坏 

运输中缺乏监管 

包装不当 

避免使用过小的包装 

可以使用安全封条（箱体或车门上） 

必要时车厢内安装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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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B 

（资料性） 

木质外包装箱结构示意图 

B.1 箱体    

B.1.1 木质外包装箱，见图 B.1。箱档与箱体之间先涂乳胶并打螺丝连接,再打气钉加固。木箱不可开的

各面也用此法连接固定，并用角铁进一步加固，见图 B.2。 

B.1.2  

B.1.3 底部箱档与箱体用螺栓连接固定。 

B.2 螺栓 

可开面与箱体之间用直径 8mm 螺栓连接。见图 B.3。 

B.3 防潮 

箱内各面贴有防潮薄膜,可开的各面与木箱连接处贴有防水密封条。见图 B.4，图 B.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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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B.1 包装箱外观（端面、侧面） 

 

 

图B.2 包装箱结构分解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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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B.3 包装箱端面 

 

 

 

            

 

图B.4 包装箱内部防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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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B.5 包装箱底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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