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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名堂荣誉 ——“低反射夹层玻璃”50家博物馆率先使用

过去在博物馆领域，展柜专用玻璃以超白夹层为主，但随着观众观展需求的日益提高，已经从

超白夹层发展到低反射夹层玻璃，大大提高了展示效果。低反射夹层玻璃因不反光，看得更清

楚，深受观众和博物馆的欢迎，成为博物馆展柜的全新应用，故宫、国博、河北省博等多家博

物馆成为低反射夹层玻璃的早期用户。

低反射夹层玻璃具备不反光、高透光、不偏色、有效阻隔紫外线、防侵入、易清洁六大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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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反射夹层玻璃
博物馆展柜全新应用

故宫博物院

广州博物馆

南京博物院

钱学森图书馆

宁夏博物馆

上海苏宁艺术馆

桂林博物馆

浙江图书馆

园博园

谢稚柳陈佩秋艺术馆

辽宁省图书馆

深圳市证券交易所典藏中心

贵州百果园企业博物馆

中国闽台缘博物馆

南海博物馆

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

内蒙古博物院

中国国家博物馆

山东博物馆

周口店遗址博物馆

沈阳故宫博物院

中台世界博物馆

旅顺博物馆

北京太庙

长安博物馆

中山市博物馆

宁波博物馆

张氏帅府

乌兰察布博物馆

大昭寺

颐和园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

陕西师范大学博物馆

昭君博物院

河北博物院

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

观复博物馆

湖南省博物馆

西汉南越王博物馆

云南省博物馆

青海省博物馆

苏州博物馆

龙美术馆

木心美术馆

天坛公园

南宁博物馆

中国园林博物馆

安徽省图书馆

北京皇城艺术馆

漯河市博物馆

低反射夹层玻璃

博物馆展柜全新应用



低反射夹层玻璃

博物馆展柜全新应用

不反光 高透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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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反射夹层玻璃，不反光、看得更清楚，

近乎“裸展”般的观赏体验。

博物馆展柜玻璃的发展经历了普通玻璃、

超白夹层玻璃、低反射夹层玻璃三个阶

段，其展示性能在不断提高。

玻名堂低反射夹层玻璃反光率小于1%，

超白夹层玻璃反光率达到8.2%。

（66.2成品实际检测）

全球甄选更符合低反射夹层玻璃特性的原

材料、高纯度去离子水多道清洗、十万级

无尘车间精密合片、温度曲线精准控制，

使玻璃更通透。

低反射夹层玻璃，其可见光透过率高达

97.2%，雾度指标低至0.07%。

（66.2成品实际检测）



不偏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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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反射夹层玻璃表面膜层与中间材料双重过滤有害波段（紫外线波段280—380NM），紫外线透过率更低。

低反射夹层玻璃紫外线透射比仅为0.2%，有效避免紫外线对文物的侵害。

有效阻隔紫外线

低反射夹层玻璃，更高的文物色彩还

原度，不偏色，真实展现文物原貌。

低反射夹层玻璃显色指数高达

99.3%，黄色指数0.6。

（66.2成品实际检测）

低反射夹层玻璃

博物馆展柜全新应用



防侵入 易清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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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反射夹层玻璃可根据文物的保护级别，选择不同防护

强度的中间层材料，设计出适宜的玻璃结构，为文物保驾护航。

低反射夹层玻璃表面经特殊工艺处理，形成易洁层，清洁更容易。

同时，玻名堂推出低反射夹层玻璃专用清洁剂，专业配方，轻松去污。

低反射夹层玻璃

博物馆展柜全新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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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反射夹层玻璃

故宫博物院 案例赏析

低反射夹层玻璃

博物馆展柜全新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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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反射夹层玻璃
故宫博物院 案例赏析

低反射夹层玻璃

博物馆展柜全新应用



低反射夹层玻璃

故宫博物院 案例赏析

低反射夹层玻璃

博物馆展柜全新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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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反射夹层玻璃

中国国家博物馆 案例赏析

低反射夹层玻璃

博物馆展柜全新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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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反射夹层玻璃

河北博物院 案例赏析

低反射夹层玻璃

博物馆展柜全新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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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反射夹层玻璃

周口店遗址博物馆 案例赏析

低反射夹层玻璃

博物馆展柜全新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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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反射夹层玻璃

宁夏博物馆 案例赏析

低反射夹层玻璃

博物馆展柜全新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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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反射夹层玻璃低反射夹层玻璃

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 案例赏析天坛公园 案例赏析

低反射夹层玻璃

博物馆展柜全新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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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反射夹层玻璃

桂林博物馆 案例赏析

低反射夹层玻璃

博物馆展柜全新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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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反射夹层玻璃荣获：

《首届全国十佳文博技术产品奖》

《北京市新技术新产品（服务）奖》

单霁翔说，玻璃展柜是全封闭的，无法进行内部清洁，而且反光严重。考虑到观众的参观体验，故宫的展柜将逐步

更换成不反光、易清洁的玻璃，这项工作将首先在珍宝馆进行。在2015年10月故宫博物院90年院庆前，珍宝馆将完成改

陈。他介绍，即将进行的改陈，在选择展品时将更加注重展示原材料与工匠智慧的完美结合，同时在说明方面加强力量，

计划采用二维码等技术。

                                                                                                                                                 —— 来源：光明日报 

问：通过参观新馆我们看到，所有的展柜都特别透亮，几乎看不到反射出来的人影和杂光，让展厅显得非常静谧。这

是否是新馆建设的一个亮点?

答：这是因为河北博物院展厅内全面应用低反射玻璃，这种大面积使用在全国尚属首家。这种低反射玻璃集高透光、

防止紫外线和安全为一体。主要是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是低反射玻璃可以降低环境光的干扰，减少屏幕反光，提升文物

的展示效果和观众的欣赏体验；二是因为我院有众多的国宝级文物，这种低反射玻璃具备阻挡紫外线及有害光的作用，配

上整个展柜系统，形成良好的文物保护环境，使文物得以长存。

                                                                                                                                             ——   来源：中国文化报

为了更好地展示沈阳故宫新面貌，2016年，沈阳故宫一共举办各类展览27项，可谓精彩纷呈，这也是沈阳故宫建院

90年来展览数量最多、质量最好的一年。

敬典阁在展柜制作上首次采用低反射玻璃展柜，这些“首次”的尝试和运用，使文物展示效果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  来源： 沈阳日报

在形式上，青海省博物馆通过采用现代科技手段，提高观展效果，让观众有了更好的参观体验。例如，陈列舞蹈彩

纹陶盆的中心柜采用低反射玻璃，降低环境光的干扰，提高了展柜的清晰度和能见度，减少柜面反光，使展品更清晰。在

“喇家遗址”展项中，利用现代声光电和多媒体技术，还原了喇家遗址的形成过程，让观众对历史事件有了直观的认知和

感受。

                                                                                                                                             ——  来源：中国文化报

低反射夹层玻璃 —— 博物馆反馈

低反射夹层玻璃

博物馆展柜全新应用



企业简介

玻名堂，2005年创立于北京，成立至今，致力于博物馆展柜玻璃领域，

以多年来专业经验制订了严格的《博物馆展柜玻璃标准》。

为故宫、国博、河北省博等83家国家一级博物馆提供了高品质展柜玻璃，

目前国内首家专注于“博物馆展柜玻璃”品牌。

制订了《博物馆展柜玻璃企业标准》

该标准对博物馆展柜玻璃的关键材料、关键工艺、产品性能、质量标

准作出了严格要求。

工艺精益求精

每一片玻璃都经过7种工艺、16道工序、5次清洗设计制作而成。目前

拥有1项发明专利、16项实用新型专利。

精选全球专业低反射玻璃原片

玻名堂在全球范围内筛选最专业的玻璃原片及相关原材料，只为追求

更好的品质。

严格的检测手段

无论是制作过程中还是出厂运输时，都有多道严格的检测手段，层层

把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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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 故宫博物院

北京市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

北京市 中国科学技术馆

北京市 中国航空博物馆

北京市 中国地质博物馆

北京市 首都博物馆

北京市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

北京市 北京自然博物馆

北京市 北京鲁迅博物馆

北京市 北京天文馆

北京市 周口店遗址博物馆

北京市 中国农业博物馆

北京市 中国国家博物馆

天津市 天津博物馆

广东省 广东省博物馆

广东省 西汉南越王博物馆

广东省 孙中山故居纪念馆

广东省 深圳博物馆

广东省 广州博物馆

广东省 广东民间工艺博物馆

重庆市 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

重庆市 重庆自然博物馆

四川省 四川博物院

四川省 广汉三星堆博物馆

四川省 邓小平故居陈列馆

四川省 成都武侯祠博物馆

贵州省 遵义会议纪念馆

云南省 云南省博物馆

江苏省 南京博物院

江苏省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江苏省 苏州博物馆

江苏省 南通博物苑

江苏省 扬州博物馆

江苏省 常州博物馆

浙江省 浙江省博物馆

浙江省 中国丝绸博物馆

浙江省 宁波博物馆

浙江省 　杭州博物馆

安徽省 安徽博物院

福建省 福建博物院

福建省 中国闽台缘博物馆

福建省 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

天津市 天津自然博物馆

河北省 河北博物院

河北省 西柏坡纪念馆

山西省 中国煤炭博物馆

山西省 山西博物院

山西省 八路军太行纪念馆

内蒙古 内蒙古博物院

辽宁省 辽宁省博物馆

辽宁省 旅顺博物馆

辽宁省 沈阳故宫博物院

黑龙江 大庆铁人王进喜纪念馆

黑龙江 黑龙江省博物馆

上海市 上海鲁迅纪念馆

上海市 陈云纪念馆

江西省 江西省博物馆

江西省 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

江西省 井冈山革命博物馆

山东省 山东博物馆

山东省 青岛市博物馆

山东省 烟台市博物馆

河南省 河南博物院

河南省 郑州博物馆

河南省 洛阳博物馆

河南省 鄂豫皖苏区首府革命博物馆

湖北省 湖北省博物馆

湖北省 武汉博物馆

湖南省 湖南省博物馆

湖南省 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

西   藏 西藏博物馆

陕西省 陕西历史博物馆

陕西省 秦始皇帝陵博物院

陕西省 西安碑林博物馆

陕西省 西安博物院

陕西省 西安大唐西市博物馆

陕西省 宝鸡青铜器博物院

宁   夏 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

宁   夏 固原博物馆

新   疆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

海   南 海南省博物馆

甘   肃 甘肃省博物馆

青海省 青海省博物馆

玻名堂荣誉 —— 83家国家一级博物馆

低反射夹层玻璃

博物馆展柜全新应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