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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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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标准起草单位：北京诺斐释真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

院、国家首饰质量监督检验中心、中国轻工珠宝首饰中心、北京菜市口百货有限

责任公司、沈阳萃华金银珠宝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服装学院、深圳技师学院、中

国质量检验协会珠宝玉石饰品专业委员会、北京北大宝石鉴定中心、北京东方艺

珍花丝镶嵌厂、国家黄金钻石制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青岛经济职业学校、深圳

市缘与美实业有限公司、广州迪迈智创科技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宋凯、张晓晖、杨君、吴瑞华、赵丽霞、刘九青、祝丽

华、林旭东、施光海、梁春生、王美丽、邹宁馨、谢华萍、杨阳、于方、常留

海、李勋贵、周怡、于丽君、叶松、李建军、孙焕利、陈其余、冼宁、马月、杨

璐、肖鹏、陶瑞雪、郝梦真、李雅轩、郝云柱、任伟、王卉、沈罕、刘怡博、梅

申、贾茹、武改朝。

声明：本标准的知识产权归属于北京诺斐释真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未经北京

诺斐释真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同意，不得印刷、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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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贵金属首饰制作与检验职业技能的等级对应的工作领域、工作

任务及职业技能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贵金属首饰制作与检验职业技能培训、考核与评价，相关用人

单位的人员聘用、培训与考核可参照使用。

2 规范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标准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

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标准。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ZB 4-08-05-03 《贵金属首饰与宝玉石检验员》

GB11887—2012 《首饰 贵金属纯度的规定及命名方法》

GB/T 11888 《首饰指环尺寸定义、测量和命名》

GB/T18043 《贵金属首饰含量的无损检测方法 X 射线荧光光谱法》

QB／T 1689 《贵金属饰品术语》

QB／T 2062 《贵金属饰品》

QB／T 2855 《首饰 贵金属含量的无损检测 密度综合法》

3 术语与定义

GZB 4-08-05-03、GB11887—2012、GB/T 11888、GB/T18043、QB／T 1689、

QB／T 2062、QB／T 2855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贵金属

贵金属主要指金、银和铂族金属（钌、铑、钯、锇、铱、铂）等8种金属元

素。这些金属大多数拥有美丽的色泽，在一般条件下不易与其他化学物质发生化

学反应。

3.2 首饰

原指男女戴在头上的装饰品,后扩展至头饰、耳环以及项链、戒指、手镯等。

现代，狭义上首饰是指用各种贵金属材料或非金属材料制作，与服装相配套起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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饰作用、价值较高的饰品；广义上首饰是指用各种贵金属材料，非金属材料，有

机材料以及仿制品制成的装饰人体及其相关环境的装饰品。

3.3 备料

在首饰制作工艺中，根据饰品的图纸或造型准备金属材料的过程，包括金属

的熔铸、压片、压条以及拉丝、拉管等工序。

3.4 退火

退火是一种金属热处理工艺，是将金属烧红后缓慢降温的工艺方法。退火工

艺可以减少金属在加工过程中内部产生的应力，使金属变软从而便于加工。

3.5 首饰起版

根据图纸制作出首饰的版件的工艺过程。传统的起版可以通过金属加工、雕

蜡造型等方式完成，即金工起版、雕蜡起版，随着现代首饰制作工艺的不断扩

展，以CNC加工和3D打印为代表的、计算机辅助起版的工艺更加流行。

3.6 首饰镶嵌

首饰镶嵌是使用金属材料制作出镶嵌结构并将宝石等多种材料与金属进行紧

密结合的工艺过程。首饰镶嵌工艺能够将多种材料共同组合在同一件饰品中，增

强饰品的装饰性能和表现能力。

3.7 首饰执模

首饰执模是使用金属起版、雕蜡起版或者计算机辅助起版等方式获得金属版

件之后，将其进行修整、打磨、精修的工艺过程。主要目的是获得标准、精细的

金属坯件，为后期镶嵌、抛光工序做准备。

3.8 首饰抛光

首饰抛光是首饰制作过程中的完善阶段，即通过各种抛光轮及抛光蜡的打磨

将金属的表面处理成为平滑的镜面效果。

3.9 标准物质

是一种已经确定了具有一个或多个足够均匀的特性值的物质或材料，作为分

析测量行业中的“量具"，在校准测量仪器和装置、评价测量分析方法、测量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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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材料特性值和考核分析人员的操作技术水平，以及在生产过程中产品的质量控

制等领域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3.10 X 射线荧光光谱法

是介于原子发射光谱（AES）和原子吸收光谱（AAS）之间的光谱分析技术。

它的基本原理是基态原子吸收合适的特定频率的辐射而被激发至高能态，而后激

发过程中以光辐射的形式发射出特征波长的荧光。是测量待测元素的原子蒸气在

一定波长的辐射能激发下发射的荧光强度进行定量分析的方法，主要用于金属元

素的测定。

4 适用院校专业

4.1 参照原版专业目录

中等职业院校：珠宝玉石加工与营销、非遗产品设计与应用、工艺美术、产

品质量监督检验、宝玉石鉴定与检测、增材制造技术应用、网络营销、有色金属

冶炼、民族工艺品制作、商品经营、金属压力加工（金属制品生产方向）、工程

材料检测技术、选矿技术（金属矿选矿）、金属热加工（金属热处理）、金属表

面处理技术应用、市场营销、文物保护技术、美术设计与制作、民间传统工艺、

民族美术等专业。

高等职业院校：工业设计、艺术设计、产品艺术设计、首饰设计与工艺、雕

刻艺术设计、工艺美术品设计、玉器设计与工艺、珠宝首饰技术与管理、宝玉石

鉴定与加工、民族传统技艺、公共艺术设计、民族美术、旅游工艺品设计与制

作、商检技术、材料成型与控制技术、文物修复与保护、文化创意与策划、网络

营销等专业。

应用型本科院校：宝石及材料工艺学、产品设计（首饰设计方向）、工艺美

术、艺术设计、工业设计、艺术与科技、文物与博物馆学、考古学、文物保护技

术、市场营销等专业。

4.2 参照新版职业教育专业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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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等职业学校：首饰设计与制作、非遗产品设计与应用、工艺美术、产品质

量监督检验、宝玉石加工与检测、网络营销、、民族工艺品设计与制作、市场营

销、金属压力加工（金属制品生产方向）、选矿技术（金属矿选矿）、金属热加

工、金属表面处理技术应用、文物保护技术、绘画、艺术设计与制作、工艺品制

作与经营、民间传统工艺、民族美术等专业。

高等职业学校：工业设计、艺术设计、产品艺术设计、首饰设计与工艺、雕

刻艺术设计、工艺美术品设计、玉器设计与工艺、珠宝首饰技术与管理、宝玉石

鉴定与加工、民族传统技艺、公共艺术设计、民族美术、旅游工艺品设计与制

作、分析检验技术、材料成型及控制技术、文物修复与保护、文化创意与策划、

网络营销与直播电商等专业。

高等职业教育本科学校：产品设计、工艺美术、市场营销、材料成型及控制

工程等专业。

应用型本科学校：宝石及材料工艺学、产品设计（首饰设计方向）、工艺美

术、艺术设计学、工业设计、艺术与科技、文物与博物馆学、考古学、文物保护

技术、市场营销等专业。

5 面向职业岗位（群）

【贵金属首饰制作与检验】（初级）：面向贵金属首饰产业领域的贵金属首

饰加工制作岗位、首饰销售及售后岗位、首饰维修岗位等。

【贵金属首饰制作与检验】（中级）：面向贵金属首饰产业领域的贵金属首

饰加工制作岗位、首饰营销及售后服务岗位、首饰维修岗位、首饰设计岗位、首

饰质检岗位等。

【贵金属首饰制作与检验】（高级）：面向贵金属首饰产业领域的贵金属首

饰加工制作岗位、设计加工岗位（材质鉴别）、产品检验岗位、管理岗位等。

6 职业技能要求

6.1 职业技能等级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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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金属首饰制作与检验职业技能等级分为三个等级：初级、中级、高级，三

个等级依次递进，高级别涵盖低级别职业技能要求。

【贵金属首饰制作与检验】（初级）：根据业务需求，借助常用称、量设备

及制作工具，按照规范流程与方法，完成简单及常见贵金属首饰的加工制作、外

观检查、清洗维修、质量检测、尺寸检测、数据采集及出具检查报告等任务。

【贵金属首饰制作与检验】（中级）：根据业务需求，借助常用测量设备、

制作工具及检测仪器，按照规范流程与方法，掌握贵金属首饰加工工艺、完成简

单及常见贵金属首饰的加工制作、镶嵌、维修、以及首饰的外观检测、无损检

测、品质分级、评价及检测数据处理等任务。

【贵金属首饰制作与检验】（高级）：根据业务需求，借助各种首饰加工仪

器设备和精密检验仪器设备，按照规范流程，完成常见及复杂珠宝首饰的加工、

镶嵌、维修及首饰的外观检测、无损检测，并完成对检测数据的处理及分析等任

务。

6.2 职业技能等级要求描述

表 1贵金属首饰制作与检验职业技能等级要求（初级）

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1.制作图

纸分析及

材料、工

具认知

1.1 贵金属材料

认知与识图

1.1.1 能掌握贵金属材料的物理、化学性质及加工特

点。

1.1.2 能根据设计图上注明的一般常规产品的要求，正

确选用贵金属材料。

1.1.3 能正确识读并规范绘制常规产品草图、三视图及

效果图。

1.1.4 能用专业术语对贵金属首饰等产品进行准确描

述。

1.2 工具准备

1.2.1 掌握称量工具的种类、规格及用途，能根据工作

要求正确操作相应的称量工具。

1.2.2 掌握制作工具的种类、规格及用途，能根据作品

制作要求正确选用制作工具。

1.2.3 掌握打磨工具的种类、规格及用途，能根据作品

制作需求，正确选用打磨工具。

2.贵金属

首饰制作
2.1 材料备制

2.1.1 能根据饰品造型要求，安全使用压片机备制所需

金属片、金属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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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能根据饰品造型要求，安全使用拉线板备制所需

金属丝。

2.2 材料塑形

2.2.1 掌握锤子的种类、性能，能根据金属造型需要正

确选用锤子。

2.2.2 掌握平面、弧面、肌理面的制作方法，能正确使

用锤子对金属材料进行塑形。

2.3 首饰锉磨

2.3.1 掌握锉刀的类型、功能特点，能应用锉刀完成基

本造型的制作。

2.3.2 能选用合适的锉刀完成圆形、方形、三角形、桃

心形等基本造型的制作。

2.3.3 能选用合适的锉刀完成金属平面、弧面的打磨。

2.4 首饰锯切

2.4.1 能根据造型需要选择锯弓，并能正确安装锯条。

2.4.2 能安全使用锯弓进行直线、曲线、折线以及图案

的锯切。

2.4.3 能使用锯弓制作带有花纹的装饰结构。

2.5 首饰焊接

2.5.1 能安全、正确使用汽油或燃气焊枪。

2.5.2 能对金属材料进行热处理。

2.5.3 能进行少量焊点的组合焊接。

2.5.4 能将回收金属材料重新熔化。

2.6 打磨抛光

2.6.1 能掌握吊机、抛光机的正确使用方法。

2.6.2 能制作砂纸卷和砂纸推板。

2.6.3 能选用合适的工具和材料进行平面和弧面的打

磨。

2.6.4 能完成素面戒指内圈和外圈的简单抛光。

3.首饰产

品制作

3.1 戒指制作
3.1.1 能根据圈号的尺寸正确计算戒圈的长度。

3.1.2 能制作简单的平面、弧面戒指。

3.2 耳饰制作
3.2.1 能使用金属丝制作耳钩、耳钉。

3.2.2 能通过焊接或其它方式完成耳饰的制作。

3.3 链条制作
3.3.1 能使用线芯制作各种规格的跳环。

3.3.2 能牢固的焊接单环链条。

3.4 首饰维修
3.4.1 能完成素金戒指的扩圈或缩圈。

3.4.2 能独立完成素金饰品的抛光、清洗。

4.贵金属

首饰检验

4.1 贵金属首饰

检验准备

4.1.1 能按规范完成千分尺、游标卡尺、数显卡尺、指

环量具、电子天平等常规检验工具的配备与调校。

4.1.2 能查找出常用工具、仪器的一般故障。

4.1.3 能依据贵金属首饰检验对环境的要求完成测试环

境温度、湿度的检查及调控。

4.1.4 能根据工作要求完成贵金属首饰称量环境的检

查。

4.2 贵金属首饰

外观检验

4.2.1 能对常见首饰品种、工艺进行正确识别。

4.2.2 能依据首饰标识的规定完成首饰厂家、材质、含

量等印记的识别及质量检验。

4.2.3 能完成首饰搭扣质量检查。

4.2.4 能完成简单首饰外观焊接、焊点的质量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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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5 能完成对首饰表面是否光滑、有无砂眼、裂痕的

判断。

4.3 贵金属首饰

工艺检验

4.3.1 能完成对贵金属首饰结构的识别。

4.3.2 能完成贵金属首饰打磨和抛光质量的判定。

4.4 首饰质量及

尺寸测量

4.4.1 能依据首饰称量规定及知识，正确完成首饰重量

的称量并给出称量值。

4.4.2 能依据测量方法，完成戒指、手镯圈口的测量并

给出正确测量值。

4.4.3 能依据测量方法，完成项链、手链、脚链长度的

测量并给出正确测量值。

4.4.4 能依据测量方法，完成首饰镶石几何尺寸的正确

测量。

表 2.贵金属首饰制作与检验职业技能等级要求（中级）

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1.图纸绘

制与备料

1.1 图纸绘制

1.1.1 能通过手绘、电绘等绘制带有组合结构的饰品三

视图，造型符合审美、加工生产要求，结构尺寸标注

清晰。

1.1.2 能通过手绘、电绘等绘制并正确标注常见饰品的

镶嵌结构尺寸。

1.1.3 能正确识读设计图的造型结构尺寸及要求。

1.2 材料识别

1.2.1 能正确识别金、银等贵金属材料并能根据设计图

选用材料。

1.2.2 能正确识别常用镶嵌宝石并能根据设计图结构尺

寸选用宝石。

1.2.3 能够利用专业术语对贵金属首饰等产品进行完整

描述。

1.3 材料备制

1.3.1 能熟练备制熔铸新料或回收料。

1.3.2 能安全、精确地使用压片机、拔丝板，并根据饰

品造型尺寸要求备制所需金属片、金属条、金属丝。

2.贵金属

3D 打印设

计应用

2.13D 打印原理

认知

2.1.1 能正确理解打印角度，支撑设计的要求。

2.1.2 能掌握贵金属 3D 打印成型的设计要素。

2.23D 建模软件

应用

2.2.1 能运用 3D 软件曲线、实体工具、3D 软件成型以

及镶嵌工具等建模软件。

2.2.2 能运用 3D 软件进行各种镶嵌方法的设计建模。

2.2.3 能完成 3D 文件格式的输出与转换。

2.3 三维软件应

用

2.3.1 能了解 3D 打印产品基础支撑添加应用方法。

2.3.2 能熟悉 3D 打印模型修复方法。

2.3.3 能完成打印角度、格式与模型精度的操作。

3.贵金属

首饰起版

与执模

3.1 贵金属锯切

3.1.1 能进行标准直线和曲线的锯切。

3.1.2 能用锯制作复杂的造型及花纹，通过镂空的方法

增强饰品的装饰性能并减少贵金属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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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贵金属焊接

3.2.1 能焊接双层爪镶、包镶镶嵌结构并将镶嵌结构进

行组合、拼焊。

3.2.2 能初步掌握高、低焊的使用方法，并在镶嵌结构

中焊接通花结构。

3.2.3 能制作珠镶的镶嵌结构。

3.2.4 能焊接较复杂的戒指、耳钉、吊坠、胸针和链条

3.3 执模及镶嵌

3.3.1 能处理通过金工、雕蜡以及 3D 打印方式制作的

金属版件并完成前期的执模工序。

3.3.2 能用爪镶、包镶、珠镶的镶嵌方法完成镶嵌。

3.3.3 能按镶嵌结构工艺要求完成饰品的修整。

3.4 抛光及清洗

3.4.1 能正确使用吊机、抛光机进行金属粗抛、细抛。

3.4.2 能熟练使用砂纸卷及砂纸推板处理金属表面，并

能用砂纸尖、砂纸条等小工具进行细节部位的表面处

理。

3.4.3 能熟练搭配抛光轮及抛光蜡，对饰品进行抛光

3.4.4 能安全正确使用超声波清洗机以及蒸汽清洗机将

抛光后的饰品清洗干净。

4.常见贵

金属首饰

产品制作

4.1 戒指制作

4.1.1 能制作标准的单粒四爪镶嵌戒指。

4.1.2 能制作标准的包镶戒指。

4.1.3 能在戒指制作中应用包角镶、抹镶等镶嵌方式

4.2 吊坠制作

4.2.1 能在吊坠中应用爪镶、包镶、抹镶、包角镶等镶

嵌方式。

4.2.2 能制作带扣件的吊坠饰品。

4.2.3 能进行多粒宝石的混合镶嵌。

4.3 链条制作
4.3.1 能制作带有镶嵌结构的链条。

4.3.2 能在链条中实现混合镶嵌。

5.贵金属

首饰检验

5.1 贵金属首饰

检验设备准备

5.1.1 能依据 X射线荧光光谱法的基本原理，完成标样

校准 X射线荧光光谱仪的操作。

5.1.2 能依据密度测量任务要求，完成天平、密度仪等

密度测量工具的合理选用。

5.1.3 能按照样品表面清洁的方法，合理选用化学试

剂，完成样品表面的清洁任务。

5.2 贵金属首饰

外观鉴定

5.2.1 能依据贵金属首饰外观工艺要求，规范完成贵金

属首饰表面质量鉴定。

5.2.2 能依据贵金属首饰加工工艺的质量要求，完成对

贵金属首饰弹性部件、接口是否有缺陷的判断。

5.2.3 能依据贵金属首饰加工工艺的质量要求，完成贵

金属首饰整体造型、纹理图案的加工质量鉴定。

5.2.4 能依据贵金属首饰镶嵌工艺制作方法，完成槽

镶、轨道镶等镶嵌方式的识别。

5.3 贵金属首饰

无损鉴定

5.3.1 能正确应用密度综合法测定贵金属含量。

5.3.2 能正确操作 X射线荧光光谱仪，测试样品，准确

定名。

5.4 贵金属首饰 5.4.1 能完成原始记录的存取和归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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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数据处理 5.4.2 能根据数据填写法定计量单位的规定，完成相关

首饰检测数据的记录，并正确修约。

5.4.3 能依据检验数据，完成对贵金属首饰样品成分及

含量的判断。

5.4.4 能依据贵金属首饰定名的相关规定，完成对贵金

属首饰的定名。

表 3贵金属首饰制作与检验职业技能等级要求（高级）

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1.图纸分析

与备料

1.1 图纸分析

1.1.1 能根据要求正确绘制多层结构的饰品设计图，并

能明确标注饰品结构及立体组合关系。

1.1.2 能根据设计图纸预估饰品的成本，并能正确估算

贵金属、以及宝石用量。

1.1.3 能根据图纸独立分析饰品的结构及立体组合关

系，并根据需要通过手绘、电绘等绘制出非可视部分

的结构示意图。

1.1.4 通过图纸能精确表达爪镶、包镶、珠镶、轨道

镶、抹镶、壁镶钉镶等多种镶嵌，并能分拆镶嵌组成

结构。

1.2 材料工艺

选用

1.2.1 能根据制作要求完成贵金属合金配比。

1.2.2 能根据饰品结构性能及制作要求完成不同成色金

属材料的选用。

1.2.3 能根据待镶嵌宝石的外观、内部特征以及物理化

学性质判定待镶嵌宝石的工艺性能，完成宝石镶嵌工

艺类型的确认。

1.3 材料备制

1.3.1 能完成金、银的常用合金材料配比，并能够按照

生产需求进行熔铸。

1.3.2 能完成复杂饰品组合结构以及微型宝石镶嵌结构

所需的金属丝、金属条的备制。

1.3.3 能完成坯料在打磨、抛光等操作中的损耗预估，

并按照成品规格完成饰品组合结构所需材料的备制。

2.3D 打印设

计及应用

2.1 3D 打印

成本计算

2.1.1 能根据 3D 打印创新设计概念，完成商业化生产

定位设计。

2.1.2 能完成贵金属 3D 打印材料、工费、后处理生产

成本的正确计算。

2.1.3 能完成不同材料成型成本的正确计算。

2.2 产品设

计数据优化

2.2.1 能完成添加多元化制成的应用实操。

2.2.2 能完成打印角度与物件制成、支撑放置点与后处

理的成本的关联性操作。

2.3 3D 打印

后处理

2.3.1 能完成常用 3D 打印设备的操作。

2.3.2 能按照注意事项完成入机与出机的流程操作。

2.3.3 能完成产品打印后处理的操作。

3.贵金属首

饰的起版及
3.1 首饰焊接

3.1.1 能完成银、K金、铂金等常见材料的精细焊接，

焊料用量控制得当，降低焊接色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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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模 3.1.2 能完成高、中、低不同温度的焊料备制，并能够

根据饰品结构进行选择和应用。

3.1.3 能精确完成连接结构、镶嵌结构等多层、复杂结

构的焊接。

3.2 首饰执模

3.2.1 能完成饰品造型的快速检测，并完成饰品结构缺

陷的处理。

3.2.2 能完成首饰锉、锯、焊接的精细操作，并能完成

饰品手工版件、浇铸版件、3D 打印版件的锉磨、锯切

和补焊。

3.2.3 在执模工作中能够熟练操作各种针具，能完成各

种平面、弧面、角落结构的精细处理。

3.2.4 能灵活运用砂纸卷、砂纸尖、砂纸推板对金属表

面进行精细处理，并能根据饰品的特殊结构改造工具

完成金属各个角落的到位处理。

3.3 首饰抛光

3.3.1 能熟练完成吊机、抛光机等各种抛光工具、设备

的操作。

3.3.2 能根据不同的饰品结构选用不同的抛光工具、设

备，完成抛光工序的优化，减少贵金属损耗。

3.3.3 能完成饰品的各种结构，结合粗抛、精抛工具的

细致处理，使饰品能够达到光滑细腻、里外如一。

3.4 首饰镶嵌

3.4.1 能根据宝石的类型及工艺特征完成镶嵌方案的选

择。

3.4.2 能根据待镶嵌宝石大小，熟练应用雕蜡、金工或

者计算机辅助软件完成宝石的镶嵌结构制作。

3.4.3 能标准、牢固、美观地完成爪镶、包镶、共爪

镶、轨道镶、抹镶及钉镶多种常用镶嵌操作。

4.贵金属首

饰产品制作

4.1 多层次饰

品制作

4.1.1 能完成复杂结构产品的制作，如戒指、吊坠、胸

针、项链、手链、手镯等。

4.1.2 能熟练应用焊接方法，牢固美观地完成各种部件

焊接。

4.1.3 能完成套装首饰和创意首饰的制作。

4.2 多镶嵌结

构饰品制作

4.2.1 能完成爪镶、包镶、共爪镶、轨道镶、抹镶及钉

镶等多种镶嵌。

4.2.2 能完成多种装饰性镶嵌结构的组合。

4.3 定制维修
4.3.1 能完成对饰品的合理维修和翻新。

4.3.2 能根据客户需要或图纸要求完成制作。

5.贵金属首

饰检验

5.1 贵金属首

饰检验准备

5.1.1 能依据 X射线荧光光谱法的基本原理，完成标样

校准 X射线荧光光谱仪的操作。

5.1.2 能按照样品表面清洁的方法，合理选用化学试

剂，完成样品表面的清洁任务。

5.2 贵金属首

饰外观检验

5.2.1 能依据设计图纸及首饰设计基本原理和方法完成

首饰饰品结构检验。

5.2.2 能够检验饰品是否符合制作结构要求和安全佩戴

要求。

5.2.3 能够判断饰品结构的完整性，能够分辨首饰的金



12

属光泽及镶嵌材料特征。

5.3 贵金属首

饰无损鉴定

5.3.1 能正确操作 X射线荧光光谱仪，测试样品。

5.3.2 能利用标准物质，绘制校准曲线，对检测结果进

行校准。

5.4 贵金属首

饰工艺检验

5.4.1 能完成饰品造型、抛光、砂眼及划痕的判断。

5.4.2 能完成镶嵌结构周正、牢固，镶边及镶爪等结构

圆滑的镶嵌。

5.4.3 能完成饰品佩戴是否舒适，重量是否合适，贵金

属含量、厂标、镶嵌宝石重量标记是否清晰的判断。

5.4.4 能完成复杂首饰工艺质量问题的正确判断并提出

改进方案。

5.5 检验数据

处理

5.5.1 能完成对 X射线荧光图谱的分析。

5.5.2 能规范完成检测结果数据的整理与计算并完成贵

金属首饰检验报告的正确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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