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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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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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由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资源部提出。 

本文件由全国珠宝玉石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298）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国检中心深圳珠宝检验实验室有限公司、周大福珠宝金行（深圳）有限公司、国

家珠宝玉石首饰检验集团有限公司/国家珠宝玉石质量检验检测中心、深圳俏蓝科技有限公司、孔氏（北

京）国际钟表有限责任公司、周大生珠宝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甘露珠宝首饰有限公司、深圳市星光达

珠宝首饰实业有限公司、深圳宝福珠宝有限公司、六福营销策划（重庆）有限公司、金大福珠宝有限公

司、深圳六桂盛世珠宝首饰有限公司、周六福珠宝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峰汇珠宝首饰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王伟志、黎辉煌、陈世昌、丁汀、黄晓玲、赵欣、孔令俊、陈承生、郑焕坚、

林畅伟、薛焜、徐建华、郭飞、龚建盛、李伟柱、叶克凡、马扬威、刘洛源、严劲松、蔡元洋、高超、

沈福高、宁珮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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珐琅 鉴定与分类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珐琅制品的术语和定义、鉴定方法、鉴定特征、分类方法、命名规则及鉴定证书。 

本文件适用于珐琅制品的鉴定与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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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87  首饰 贵金属纯度的规定及命名方法 

GB/T 16552  珠宝玉石 名称 

GB/T 16553 珠宝玉石 鉴定 

GB/T 23994 与人体接触的消费产品用涂料中特定有害元素限量 

GB/T 28020  饰品 有害元素的测定 X射线荧光光谱法 

GB 28480  饰品 有害元素限量的规定 

GB/T 32022 贵金属覆盖层饰品 

QB/T 1689  贵金属饰品术语 

3 术语和定义 

GB/T 16552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釉料  glaze 

由石英、长石、方解石等矿物材料与纯碱、硝酸钾、硼砂等助熔剂及金属化合物，按照一定的配比

混合，经过高温熔结后再粉碎制成的粉末材料。 

3.2  

金属胎体  metal substrate 

通过手工制作、失蜡铸造、数控雕刻、蚀刻等多种方法制成的、用于烧覆珐琅釉料的金属成型件。 

3.3  

珐琅  enamel 

通过特定工艺技法填嵌或绘制在金属胎体上的釉料粉末，经500℃以上的高温加热熔融后，冷却硬

化附着在金属胎体上具装饰性的无机非晶态玻璃质材料。 

3.4  

鎏彩  colored  organic  coating 

由树脂和添加剂混合组成的有机物，可加入无机物粉末填料，经过常温或加热固化成型的、附着于

金属饰品表面具有丰富色彩的材料。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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珐琅制品  enamel ornaments 

由珐琅和金属材料通过特定工艺技法制成的制品。 

3.5.1  

内填珐琅  champleve enamel 

在有图案或纹路的金属胎体的凹陷处直接填以珐琅釉料，焙烧制成的珐琅制品。 

3.5.2  

画珐琅  painted enamel 

在金属胎体上施涂珐琅釉料烧结做底，使其表面平滑，再根据所需呈现的艺术效果再次施涂珐琅釉

料绘制图案，经焙烧制成的珐琅制品。 

3.5.3  

空窗珐琅  stained-glass window enamel 

在金属胎体上制作出各种空洞纹路形成空窗，于空窗中填入珐琅釉料，焙烧成如玻璃窗效果的珐琅

制品。 

3.5.4  

仿宝石珐琅  enamel of imitating gemstones 

又称宝石型珐琅。将珐琅釉料填充在金属胎体上进行多次烧制、磨光，用于模仿某种天然宝石的颜

色、特殊光学效应等外观特征的珐琅制品，属于仿宝石的一种，可通过镶嵌等方式固定在饰品上。 

3.5.5  

掐丝珐琅  cloisonne enamel 

在金属胎体上以金属丝掐出图案，把金属丝焊接固定在胎体表面，根据设计图在金属丝内填上各种

颜色的珐琅釉料之后经焙烧、研磨、镀金等工序制成的珐琅制品。 

3.5.6  

锤胎珐琅  hammer enamel 

在金属胎体背面施以金属捶擛加工技法，锤出图案花纹后在正面凹陷处填施各种颜色的珐琅釉料，

再经焙烧、磨光等工序制成的珐琅制品。 

3.5.7  

錾胎珐琅  chiseled base enamel 

在金属胎体表面施以雕錾减地的技法起出线来，于下陷处填充珐琅釉料，经焙烧、磨光等工序制成

的珐琅制品。 

3.5.8  

铸胎珐琅  casting enamel 

金属胎体通过铸造制成的珐琅制品。 

[来源：QB/T 5210-2017，3.1，有修改] 

3.5.9  

干筛珐琅  dry sieving enam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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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珐琅釉料经一定目数的筛孔沉降附着于金属胎体表面，经过高温烧制而成的珐琅制品。 

3.5.10  

湿涂珐琅  wet coating enamel 

将珐琅粉末与纯净水或植物胶混合均匀，用工具填充在金属胎体的凹槽或掐丝线槽内，经过数次高

温烧制、填充，使其附在金属胎体上的珐琅制品。 

4 鉴定方法 

依据GB/T 16553中4.1中规定，可采用肉眼观察、放大检查、摩氏硬度、红外光谱分析、激光拉曼

光谱分析等方法进行鉴定，但不限于以上方法。根据GB/T 16553中4.2.2的选择原则进行综合判断各鉴

定项目的结果，以确保鉴定结论的准确性。必要时可将珐琅和胎体分离后进行测试，珐琅制品的检测流

程图参见附录A。 

5 鉴定特征 

5.1 材料性质 

5.1.1 元素组成 

可由 Si、O及 K、Na、Ca、Ti、Zn、Ba、Fe、Cu、Co、Mn等元素组成。 

5.1.2 颜色 

各种颜色，颜色随着化学成分和致色元素的改变而发生变化。 

5.1.3 光泽 

玻璃光泽。 

5.1.4 摩氏硬度 

5-7。 

5.1.5 放大检查 

透明至半透明的珐琅制品在透射光下可见大量细小圆形气泡,气泡特征参见附录B。 

5.1.6 红外光谱 

中红外区具玻璃特征红外吸收谱带，参见附录B。 

5.1.7 激光拉曼光谱 

拉曼光谱具玻璃特征峰，参见附录B。 

5.2 有害元素 

珐琅与人体皮肤长期接触部分的特定有害元素溶出量应符合GB/T 23994的要求，其限定及测定方

法参照附录C执行。 

6 分类方法 

6.1 根据艺术表现形式分为内填珐琅、画珐琅、空窗珐琅和仿宝石珐琅。 

6.2 根据胎体的制作工艺分为掐丝珐琅、锤胎珐琅、錾胎珐琅和铸胎珐琅。 

6.3 根据珐琅粉的施加技艺方式分为干筛珐琅和湿涂珐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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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命名规则 

7.1 珐琅制品名称由材质名称和品种名称组成，材质名称可包括：贵金属材料及纯度、珐琅、宝玉石

名称等，其他金属材料做材质时可予以明示，表明产品的真实属性。珐琅的命名参照 GB/T 16552 5.5

的规定执行。 
示例1：铂 Pt950 珐琅、钻石戒指，其中 “铂 Pt950”、“珐琅”、“钻石”为材质名称，戒指为品种名称； 

示例2：金 Au750 珐琅手链，其中 “金 Au750”、“珐琅”为材质名称，手链为品种名称； 

示例3：足金戒指，备注：另配珐琅； 

示例4：18K 金蓝宝石戒指，备注：另配珐琅； 

示例5：镀金铜珐琅戒指，其中 “镀金铜”、“珐琅”为材质名称，戒指为品种名称； 

示例6：铜合金珐琅摆件。 

7.1 饰品的品种命名按照 QB/T 1689的规定执行。 

7.2 贵金属的材质命名按照 GB 11887的规定执行。 

7.3 珠宝玉石的材质命名照 GB/T 16552的规定执行。 

7.4 贵金属覆盖层的材质命名按照 GB/T 32022 的规定执行。 

7.5 其他金属材料以主要金属元素合金形式命名。 

8 鉴定证书 

8.1 珐琅鉴定证书的基本内容 

珐琅鉴定证书应具备以下基本内容： 

a) 证书（报告）编号； 

b) 实物照片； 

c) 检测结论； 

d) 总质量； 

e) 检测人和批准人姓名； 

f) 实验室名称和联系方式（地址、电话等）； 

g) 检测机构专用章； 

h) 检测依据； 

8.2 其他可选择内容 

珐琅制品的分类、备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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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资料性） 

珐琅制品检测流程图 

采用本方法检测珐琅制品的流程图见图A.1。 

 

图A.1 珐琅制品检测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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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珐琅及鎏彩的鉴定特征 

鉴于珐琅及鎏彩的结构不规律和组成成分多样，鉴定特征及图谱仅作参考。 
 

B.1 珐琅及鎏彩的鉴定特征 

表B.1汇总了珐琅及鎏彩的主要鉴定特征。 

表 B.1 珐琅及鎏彩的鉴定特征 

序号 鉴定项目 珐琅 鎏彩 

1 元素组成 
可由 Si、O 及 K、Na、Ca、Ti、Zn、Ba、

Fe、Cu 等元素组成 

可由 C、H、O、N、S、Cl 等元素组

成，可含有无机物粉末作为填料 

2 颜色 
各种颜色，颜色随着化学成分和致色元素的

改变而发生变化 
各种颜色 

3 光泽 玻璃光泽 蜡状光泽，树脂光泽 

4 摩氏硬度 5-7 2-3 

5 放大检查 
透明至半透明的珐琅制品在透射光下可见大

量细小圆形气泡 

可见气泡、填料颗粒，多以涂层形式

附着 

6 红外光谱 中红外区具玻璃特征红外吸收谱带 红外光谱具有机物特征吸收 

7 激光拉曼光谱 拉曼光谱具玻璃特征峰 拉曼光谱具有机物特征峰 

8 其他性质 —— 
热针接触变软或热熔的现象，有刺激

性气味，触摸温感 

 

B.2 珐琅及鎏彩的放大观察特征 

B.2.1 测试条件 

使用显微镜对珐琅及内部含无机填料类鎏彩进行放大观察，放大倍数 100X。 

B.2.2 放大观察特征 

珐琅内部放大观察特征，可见细小圆形气泡，示例见图B.1；内部含无机填料类鎏彩放大观察特征，

可见大量填料颗粒，示例见图B.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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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B.1 珐琅的内部放大观察示例(100 倍) 

 

图B.2 内部含无机填料的某类鎏彩的内部放大观察示例(100倍) 

 

B.3 珐琅及鎏彩的红外光谱特征 

B.3.1 测试条件 

使用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仪对珐琅及鎏彩进行测试，条件如下： 

a) 测试方法：反射法； 

b) 测试范围：400cm
-1
～4000cm

-1
； 

c) 分辨率：8cm
-1
； 

d) 扫描次数：32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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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2 红外光谱 

珐琅的红外光谱（反射法）特征，示例见图B.3；鎏彩的红外光谱（反射法）特征，示例见图B.4，

内部含无机填料类鎏彩的红外光谱（反射法）特征，示例见图B.5，鎏彩因材料配方不同，红外光谱特

征可能存在较大差异。 

 

 

图B.3 珐琅的红外光谱示例（反射法 K-K 转换） 

 

图B.4 某类鎏彩的红外光谱示例（反射法 K-K转换） 



DZ/TXXXXX—XXXX 

9 

 

图B.5 内部含无机填料的某类鎏彩红外光谱示例（反射法 K-K转换） 
 

B.4 珐琅与鎏彩的拉曼光谱特征 

B.4.1 测试条件 

使用激光拉曼光谱仪对珐琅与鎏彩进行测试，条件如下： 

a) 激光波长：785nm； 

b) 测量范围：100cm
-1
～4000cm

-1
； 

c) 光栅大小：1200L/mm 

B.4.2 激光拉曼光谱 

珐琅的拉曼光谱特征，示例见图 B.6；鎏彩和内部含无机填料类鎏彩的拉曼光谱特征，示例见图 B.7，

拉曼光谱特征可因材料配方不同而异。 

 

图B.6 珐琅的拉曼光谱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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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B.7 某类鎏彩和内部含无机填料的某类鎏彩的拉曼光谱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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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规范性） 

珐琅中特定有害元素的限定及其溶出量测定 

C.1 有害元素的限定 

C.1.1 与人体皮肤长期接触的珐琅中特定有害元素应符合GB/T 23994 B类涂料的规定，其溶出量小于

或等于表C.1的要求。 

表 C.1珐琅中特定有害元素溶出量的限量要求 

元素 
铅 

Pb 

镉 

Cd 

铬 

Cr 

汞 

Hg 

最大限量 mg/kg 90 75 60 60 

C.1.2 儿童珐琅制品中珐琅的特定有害元素的溶出量应符合GB/T 23994 A类涂料的要求，如表C.2所

示。 

表 C.2儿童珐琅制品中珐琅的特定有害元素溶出量的限量要求 

元素 
铅 

Pb 

镉 

Cd 

铬 

Cr 

汞 

Hg 

锑 

Sb 

砷 

As 

钡 

Ba 

硒 

Se 

最大限量

mg/kg 
90 75 60 60 60 25 1000 500 

C.1.3 所有珐琅制品的金属胎体有害元素限量应符合GB 28480的要求。 

C.2 有害元素的测定 

珐琅中特定有害元素可按GB/T 28020的方法进行初检。珐琅中特定有害元素溶出量的测定按C.3的

方法执行。 

C.3 特定有害元素溶出量的测定 

C.3.1 原理 

用0.07mol/L盐酸溶液浸泡干燥后的珐琅，采用检出限适当的分析仪器定量测定溶解于盐酸溶液中

的有害元素浓度，计算特定有害元素的溶出量。 

C.3.2 试剂 

除非另有说明，在分析中仅使用确认为分析纯的试剂和蒸馏水或去离子水或相当纯度的水。 

C.3.2.1 盐酸，质量分数为 36%38%，密度约为 1.19g/mL。 

C.3.2.2 盐酸，0.07mol/L。 

C.3.2.3 盐酸，2mol/L。 

C.3.2.4 铅、镉、铬、汞、锑、砷、钡、硒标准贮备溶液，浓度为 100mg/L或 1000mg/L。 

C.3.3 仪器和设备 

C.3.3.1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原子发射光谱仪或火焰原子吸收光谱仪，所测元素的检测限优于 0.02mg/L，

具有背景校正功能。 

C.3.3.2 烘箱,室温至 200℃，控温精度±2℃。 

C.3.3.3 电子天平：实际分度值不大于 0.01mg，准确度级别为○Ⅱ级。 

C.3.3.4 单标线容量瓶,GB/T 12806-2011A 级。 

C.3.3.5 单标线移液管,GB/T 12808-2015A 级。或可调式移液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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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3.6 带盖的容器，不含有害元素。 

C.3.3.7 玻璃板或聚四氟乙烯板。 

C.3.4 试验步骤 

C.3.4.1 试样制备 

粒度会影响溶出效果，为保证溶出效果与真实使用环境一致，试样不宜为碎屑或粉末,可直接对珐

琅制品的金属胎体部分做覆膜封闭处理后进行测试，避免金属胎体对测试结果产生影响，也可采取其他

有效的措施保证试样测试结果的有效性。 
注： 应采用安全、高效、易操作的覆膜材料，如紫外线固化胶等，确保对测试结果没有影响。 

C.3.4.2 试样溶液制备 

对制备的试样进行二次平行测试。 

称取不少于0.1g的待测试样，精确至0.1mg，放入适当的带盖容器内，加入温度为（37±2）℃盐酸

溶液（C.3.2.2）,以使溶液能正好完全浸没样品。将容器盖上后，放置在烘箱内，37℃下恒温2小时。 

将待测样品取出，用少量去离子水冲洗，冲洗液并入溶液中。将溶液转移至大小适当的容量瓶中，

并用盐酸（C.3.2.3）定容至刻度。容量瓶大小的选定应考虑测定时所用仪器的检测限。 

同时做试剂空白试验。 

C.3.4.3 测试 

按制备的试验溶液采用检出限适当（见C.3.6）的分析仪器（C.3.3.1）测定特定有害元素的溶出量。 

使用任一种分析仪器进行测定时，操作员都应按照仪器说明书或操作手册的规定对其进行操作和

测试,并在试验报告原始记录中注明采用的分析仪器。 

C.3.5 结果的计算 

C.3.5.1 按式（C.1）分别计算试样中特定有害元素的溶出量： 

𝜔 =
(𝜌−𝜌0）V

𝑚
 ……………………（C.1） 

式中： 

𝜔——试样中铅、镉、铬、汞、锑、砷、钡、硒的溶出量，单位为毫克每千克（mg/kg）； 

𝜌——试验溶液中铅、镉、铬、汞、锑、砷、钡、硒的测定浓度，单位为毫克每升（mg/L）； 

𝜌0—-空白溶液（C.3.2.2）的测定浓度，单位为亳克每升（mg/L）； 

V——试验溶液的定容体积，单位为毫升（mL）； 

𝑚——珐琅的质量，单位为克（g）。 
注： 采取覆膜处理的试样，可在覆膜前进行整体称量m1，在测试结束后将珐琅与金属胎体进行完全剥离处理，对金

属胎体进行称量m2，通过间接称量方式获取试样中珐琅的质量m= m1- m2。 

C.3.5.2 结果的校正 

由于本测试方法精确度的原因，在考虑实验室之间测试结果时，需经校正得出最终的分析结果。由

C.3.5.1中的计算结果应减去该结果乘以表C.3中相应元素的分析校正系数的值。 

表 C.3 各元素分析校正系数 

元素 
锑 

Sb 

砷 

As 

钡 

Ba 
镉 

Cd 

铬 

Cr 

铅 

Pb 

汞 

Hg 

硒 

Se 

分析校正系数 

% 
60 60 30 30 30 30 50 60 

示例：铅的计算结果为 120 mg/kg,表 C.1 中铅的分析校正系数为 30% ，则最终分析结果=120-120×30% =84mg/kg。 

C.3.6 测试方法的检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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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上述分析方法测定特定有害元素的溶出量，其检出限不应大于该元素限量的十分之一。分析测试

方法的检出限为11次空白样测试值标准偏差的3倍。上述空白样测试值由实验室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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