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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宝玉石饰品制造工艺术语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珠宝玉石饰品制造工艺的术语和定义。 

本文件适用于珠宝玉石饰品（不包括玉雕创作饰品、作品）的制造工艺，本文件不适用于仿真饰品

制造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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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52-2017 珠宝玉石 名称 

GB/T 16554-2017 钻石分级 

QB/T 5233-2018 贵金属饰品制造工艺术语 

QB/T 5342-2018 金镶玉首饰 错金银工艺技术要求 

3 术语和定义 

3.1 通用术语 

GB/T 16552-2017，3.4、QB/T 5233-2018，3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1 

珠宝玉石饰品制造工艺 manufacturing process of gems and jewelry 

以珠宝玉石为原料，对珠宝玉石进行切磨加工，并制成饰品的工艺，包括把珠宝玉石镶嵌在贵金属

等其他材质上制作成珠宝玉石饰品的工艺。 

注：珠宝玉石饰品制造工艺主要包括未经镶嵌的珠宝玉石饰品和珠宝玉石镶嵌饰品的加工制造工艺。 

3.1.2 

珠宝玉石镶嵌 gems and jewelry inlay 

在坯体上镶嵌珠宝玉石或以珠宝玉石为坯体进行镶嵌的制作工艺。 

3.1.3 

开料 cutting 

将珠宝玉石原料按设计要求分割成片料或小块料毛坯的工艺。 

[来源：改写QB/T 5233-2018，定义4.3.2，有修改] 

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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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形 shape circling 

把珠宝玉石毛料圈出设计款式腰形的工艺。 

3.1.5 

冲坯 blank shaping 

预形 preforming 

使用设备、工具等除去珠宝玉石毛坯的无用部分，修整边角或去掉棱角，得到接近设计款式轮廓的

形状规整的粗坯的工艺。 

3.1.6 

研磨 lapping 

使用设备、磨具等对珠宝玉石进行压磨，制成几何外观与设计要求一致的珠宝玉石细坯的工艺。 

注：研磨分粗磨和细磨，指所用磨料粒度不同、磨光精度不同。 

3.1.7 

机械抛光 polishing 

使用设备、辅料等，进一步精细修饰外形，使珠宝玉石获得平滑、光洁、明亮表面的工艺。 

3.1.8   

超声波清洗 ultrasonic cleaning 

将工件浸入清洗溶液，通过超声波震动进行工件清洗的工艺。 

[来源：QB/T 5233-2018，定义 3.7] 

3.1.9 

过蜡 waxing 

又称上蜡，将蜡附着在珠宝玉石上，使珠宝玉石表面不受污染和侵蚀，并可充填珠宝玉石表面的裂

隙或结构孔隙等，增加珠宝玉石表面光洁度和光泽的工艺。 

3.2 分类术语 

GB/T 16554-2017，3、QB/T 5233-2018，4.1～4.3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2.1 刻面珠宝玉石加工工艺 

3.2.1.1 

上杆 adhesive and rod bonding 

利用粘结剂把珠宝玉石粗坯粘接在粘杆上，便于后续研磨加工的工艺。 

注：也适用于弧面珠宝玉石的加工工艺。 

3.2.1.2   

冠部研磨 crown lapping 

对刻面珠宝玉石腰以上部分进行研磨的工艺。 

3.2.1.3 

亭部研磨 pavilion lapp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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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刻面珠宝玉石腰以下部分进行研磨的工艺。 

3.2.1.4 

拆胶清洗 adhesive removing and cleaning  

将加工好的珠宝玉石从八角手上取下，放在酒精灯上灼烧，待胶体融化后取下珠宝玉石，放于清洗

液中短时间浸泡，去除残留胶体的工艺。 

3.2.1.5 

车钻 diamond turning 

使用钻石机等设备通过旋转磨削将钻石毛坯的腰棱圆化的工艺。 

3.2.2 弧面珠宝玉石加工工艺 

3.2.2.1 

画线 drawing 

在珠宝玉石片料或小块料毛坯底面上画出设计款式腰形轮廓的工艺。 

3.2.2.2 

下料 drawing 

根据所画的现状轮廓对珠宝玉石坯体进行切割削减并修整修饰的工艺。  

3.2.2.3   

精磨 sand grinding 

细磨工艺，使用多种设备或工具，将珠宝玉石弧面处理的更加细腻光滑的工艺。 

3.2.2.4   

底面处理 bottom polishing  

用细砂纸或平砂盘，以最少的损耗把底面磨平的工艺。 

注：若珠宝玉石的透明度很好，还需把底面抛光；若不透明，则不必抛光。 

3.2.3 珠链状珠宝玉石饰品加工工艺 

3.2.3.1 

整平 flattening 

通过切片、切条、切粒等切形，制成所需珠型粗坯的工艺。 

3.2.3.2 

倒角 chamfering 

使用设备、工具等将正方体珠宝玉石坯料的8个角磨去或切去，使之成为对称14面体的工艺。 

3.2.3.3 

倒棱 edge chamfering 

使用设备、辅料等，磨削去除正方体珠宝玉石坯料的棱角，使珠型达到较高圆度的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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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4 

沃珠 bead grinding 

细磨工艺的一种，利用设备和辅料使粗磨之后的珠坯达到一定的圆度和光洁度的工艺。 

3.2.3.5 

打孔 punching 

使用设备对珠宝玉石进行穿孔的工艺，包括机械打孔、超声波打孔和激光打孔。 

3.2.4 镶嵌工艺 

QB/T 5233-2018,4.4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2.4.1  

光圈镶 aperture setting 

又称窝镶、藏镶、抹镶、吉普赛镶，在镶口周边挤压一圈贵金属边，由贵金属环边包裹宝石腰围嵌

紧，以固定宝石的镶嵌工艺。 

3.2.4.2 

飞边镶 Italy setting 

又称意大利镶，包边镶与起钉镶相结合的镶嵌工艺，宝石腰围被金属边包围，金属钉压住宝石腰围

上部的镶嵌工艺。 

3.2.4.3 

插镶 inserting 

在被镶珠宝玉石合适的部位打孔，使用粘结剂使之与首饰托架上焊接的金属柱相粘连来固定珠宝玉

石的镶嵌工艺。 

3.2.4.4 

群镶 clusters setting 

把一定数量的珠宝玉石排列后，在齿镶基础上一齿多用把珠宝玉石嵌在一起的镶嵌工艺。 

3.2.4.5 

镜框镶 frame setting 

用两层材料做成，面上一层就如放照片的镜框外框架，将珠宝玉石固定在中间，面下一层压住珠宝

玉石的背面，使珠宝玉石固定在底座上的镶嵌工艺。 

3.2.4.6 

金镶玉 jade inlaid with precious metal  

在珠宝玉石基体上镶嵌贵金属材料的镶嵌工艺。 

[来源：QB/T 5342-2018，3.2，有修改] 

3.2.4.7 

拼嵌 mosaics 

将多块玉石无缝、无痕拼接或黏合，且形成细腻光滑的表面的镶嵌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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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8 

组合镶 mix setting 

在同一珠宝玉石上采取各种不同镶嵌技法的镶嵌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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