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丝绸博物馆 2021 年度修复业务情况报告 

中国丝绸博物馆是以中国丝绸为核心，集纺织服装文化遗产收藏、

保护、研究、展示、传承和创新于一体的国家一级博物馆。2010 年

10 月，国家文物局批准以中国丝绸博物馆为依托单位设立纺织品文

物保护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研究方向为纺织品文物保护与修复。

拥有千余平方米的修复场地，及近 20 名专业修复人员。自科研基地

成立以来，为国内外近 80 家文博机构提供技术服务，实施修复项目

70余项。 

2021 年，中国丝绸博物馆接受文博机构委托，全年保护修复完

成文物 46件（组），其中一级品 4件，二级品 5件，未定级 37件（组）。

共涉及 11家文博机构的 11个修复项目，其中《丽水市博物馆藏纺织

品文物保护修复》《青州兴旺庄战国墓葬出土纺织品保护修复》《河南

三门峡虢国墓地 M2009 出土麻织品保护修复》《德安博物馆藏南宋服

饰保护修复》等 4个项目在历年修复的基础上于本年度完成修复结项

（修复清单见附件）。 

 

 

                                   中国丝绸博物馆 

                                    2022年 1月 6日 

  



附件：  

2021 年度中国丝绸博物馆开展修复业务清单 

序号 文物号 文物名称 等级 年代 

一 丽水市博物馆藏纺织品文物保护修复，完成 8 件修复 

1 L0336 石青色绸麒麟补褂 未定级 清 

2 L0337 蓝地妆花绫龙袍 未定级 清 

3 L3948-1 黑地刺绣镶云肩挽袖对襟褂 未定级 清 

4 L3948-2 蛋青色缎彩绣花卉人物纹马面裙 未定级 清 

5 L3949-1 红地三蓝绣蝴蝶花卉纹大襟袄 未定级 清 

6 L3949-2 红地三蓝绣花卉纹马面裙 未定级 清 

7 L6824-1 蓝色棉布垫被 未定级 明 

8 L6824-2 人物纹织金膝襕蓝色花卉纹缎裙片 未定级 明 

二 
青州博物馆，青州兴旺庄战国墓葬出土纺织品保护修复，完成 11 件（组）揭

展修复 

9 XWS-02 绢片 未定级 战国 

10 XWS-03 绢片 未定级 战国 

11 XWS-04 绢片 未定级 战国 

12 XWS-05 条形几何纹锦 未定级 战国 

13 XWS-06 刺绣绢片 未定级 战国 

14 XWS-06 绢片 未定级 战国 

15 XWS-08 绢片 未定级 战国 

16 XWS-09 绢片 未定级 战国 

17 XWS-13 条形几何纹锦，刺绣绢片 未定级 战国 

18 XWS-15 丝弦 未定级 战国 

19 XWS-17 刺绣绢片 未定级 战国 

三 虢国博物馆，河南三门峡虢国墓地 M2009 出土麻织品保护修复，完成 4 组 

20 
M2009：

604-1 
麻裤 未定级 西周 

21 

M2009： 
604-2 (1) 

麻布短褂 未定级 西周 

M2009： 
604-2 (2) 

麻布短褂（残片） 未定级 西周 



M2009： 
604-2 (3) 

麻布短褂（残片） 未定级 西周 

M2009： 
604-2 (4) 

麻布短褂（残片） 未定级 西周 

M2009： 
604-2 (5) 

麻布短褂（残片） 未定级 西周 

M2009： 
604-2 (6) 

麻布短褂（残片） 未定级 西周 

M2009： 
604-2 (7) 

麻布短褂（残片） 未定级 西周 

M2009： 
604-2 (8) 

麻布短褂（残片） 未定级 西周 

M2009： 
604-2 (9) 

麻布短褂（残片） 未定级 西周 

M2009： 
604-2 (10) 

麻布短褂（残片） 未定级 西周 

M2009： 
604-2 (10) 

麻布短褂（残片） 未定级 西周 

M2009： 
604-2 (10) 

麻布短褂（残片） 未定级 西周 

M2009： 
604-2 (10) 

麻布短褂（残片） 未定级 西周 

M2009： 
604-2 (10) 

麻布短褂（残片） 未定级 西周 

M2009： 
604-2 (10) 

麻布短褂（残片） 未定级 西周 

M2009： 
604-2 (10) 

麻布短褂（残片） 未定级 西周 

M2009： 
604-2 (10) 

麻布短褂（残片） 未定级 西周 

M2009： 
604-2 (10) 

麻布短褂（残片） 未定级 西周 

M2009： 
604-2 (10) 

麻布短褂（残片） 未定级 西周 

M2009： 
604-2 (10) 

麻布短褂（残片） 未定级 西周 

M2009： 
604-2 (10) 

麻布短褂（残片） 未定级 西周 

M2009： 
604-2 (10) 

麻布短褂（残片） 未定级 西周 

M2009： 
604-2 (10) 

麻布短褂（残片） 未定级 西周 

M2009： 
604-2(11) 

麻布短褂（残片） 未定级 西周 



M2009： 
604-2(12) 

麻布短褂（残片） 未定级 西周 

22 
M2009：

604-3 
麻布 未定级 西周 

23 
M2009：

53-1,2 
残麻绳 未定级 西周 

四 黄岩区博物馆，黄岩南宋赵伯澐墓出土丝绸服饰保护修复，完成 3 件 

24 008299 圆领素罗大袖衫 未定级 南宋 

25 008302 菱格朵花纹绮开裆单裤 未定级 南宋 

26 008304 芝麻绮开裆夹裤 未定级 南宋 

五 锡林郭勒博物馆，内蒙古伊和淖尔古墓群 M3 出土纺织品保护修复，完成 1 件 

27 
2014XZYM
3(GN)-151 

皮毛大衣 未定级 北魏 

六 沈阳故宫博物院藏清代服饰保护修复，完成 2 件 

28 绣乙 272 
清杏黄缂丝金 
龙双喜字女朝袍 

二级 清 

29 绣乙 56 清绛色纳纱平金龙单袍 二级 清 

七 上海历史博物馆藏服饰保护修复，完成 4 件 

30 K3827 川沙出土外衣 未定级 明 

31 K3763 靴子 未定级 明 

32 K3791 宝山黄孟瑄墓出土袜子 未定级 明 

33 C1304 明 乌纱帽 未定级  

八 桐乡博物馆藏濮院杨家桥明代墓葬出土纺织品保护修复，完成 3 件 

34 44 缎鞋 未定级 明 

35 3 素缎六合一统帽 未定级 明 

36 2 福寿巾 未定级 明 

九 尉犁博物馆博物馆，尉犁咸水泉五号墓地出土纺织品保护修复，修复整理 3 件 

37  褐色绢片 未定级 汉晋 

38  褐色绢裙残片 未定级 汉晋 

39  褐色绢 未定级 汉晋 

十 孔子博物馆，孔府旧藏服饰保护修复，完成 3 件 

40 W000213 玄青色盘领纱袍 二级 明 

41 W000217 大红素纱单袍 二级 明 



42 W000301 青色纱地单袍 二级 明 

十一 德安博物馆藏南宋服饰保护修复，完成 4 件 

43 973 黄褐色素罗夹裙 一级 南宋 

44 980 褐色素罗镶花边丝绵袄 一级 南宋 

45 957 印金罗襟折枝花纹罗衫 一级 南宋 

46 958 球路印金罗襟杂宝纹绮衫 一级 南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