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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表面附有黄金层的浮雕

金属工艺品的生产工艺，浮雕金属工艺品的表面

包括光面和砂面，生产工艺包括以下步骤：制作

模具半成品和电极；对两套模具半成品进行淬火

处理；在两套模具半成品上与所述浮雕金属工艺

品的砂面对应的位置，使用电极配合电火花成型

机进行砂面加工得到两套模具产品；将金属和黄

金在不同的轧片机上分别碾压成片；将片状金属

压制成型，将片状黄金压制成型；将黄金附着层

压制在浮雕金属工艺品基体的表面并使二者的

砂面和光面对应贴合；清理黄金附着层的边缘，

浮雕金属工艺品。本发明生产的工艺品，其包金

层厚薄均匀且极薄，与浮雕金属工艺品基体牢固

粘贴，表面无气孔，使整个工艺品表面更加光洁

美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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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表面附有黄金层的浮雕金属工艺品的生产工艺，所述浮雕金属工艺品的表面包

括光面和砂面，其特征在于：所述生产工艺包括以下步骤；

（1）制作模具半成品和电极：模具半成品包括用于制作浮雕金属工艺品基体的模具半

成品和用于制作黄金附着层的模具半成品；电极上雕刻有与所述浮雕金属工艺品的砂面一

致的图案，电极用于在下述步骤（3）中与电火花成型机配合使用以加工模具的砂面；

（2）对两套模具半成品进行淬火处理；

（3）在两套模具半成品上与所述浮雕金属工艺品的砂面对应的位置，使用电极配合电

火花成型机进行砂面加工，完成砂面加工后得到用于制作浮雕金属工艺品基体的模具和用

于制作黄金附着层的模具；

（4）将浮雕金属工艺品采用的金属和黄金在不同的轧片机上分别碾压成片；

（5）利用油压机和用于制作浮雕金属工艺品基体的模具将片状金属压制成型，得到具

有砂面和光面的浮雕金属工艺品基体；利用油压机和用于制作黄金附着层的模具将片状黄

金压制成型，得到具有砂面和光面的黄金附着层；

（6）利用油压机将黄金附着层压制在浮雕金属工艺品基体的表面并使二者的砂面和光

面对应贴合，利用砂面的凹凸结构使二者牢固地粘贴在一起；

（7）清理黄金附着层的边缘，得到表面附有黄金层的浮雕金属工艺品。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表面附有黄金层的浮雕金属工艺品的生产工艺，其特征在于：

所述模具为钢模具，所述电极为铜电极，所述步骤（1）的模具为未淬火的钢模具。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表面附有黄金层的浮雕金属工艺品的生产工艺，其特征在于：

所述步骤（2）中，对淬火后的模具半成品的光面进行第一次抛光；所述步骤（3）中，对加工完

砂面的模具的光面进行第二次抛光；然后对模具的上弧面采用气动抛光机装夹不同形状的

羊毛毡轮抛光。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表面附有黄金层的浮雕金属工艺品的生产工艺，其特征在于：

第一次抛光时，先用240号油石粗抛，随后用320号、400号、600号、800号油石逐步抛光；第二

次抛光时，用1500号油石抛光。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表面附有黄金层的浮雕金属工艺品的生产工艺，其特征在于：

所述步骤（5）中，将用于制作黄金附着层的模具安装在小吨位的油压机上，分二至三次油

压，油压机吨位由50吨-100吨由小到大调整，第一次油压不将工艺品图案全部压制清晰，以

免片状黄金在压力作用下冷硬化而发生裂纹、豁口、沙眼，将第一次油压的黄金半成品在电

陶炉上回火一次，回火后再进行第二次油压成型，如果需要再进行第二次回火和第三次油

压成型，直到工艺品图案清晰，再次回火完成黄金附着层的油压成型加工。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表面附有黄金层的浮雕金属工艺品的生产工艺，其特征在于：

所述步骤（5）中，将用于制作浮雕金属工艺品基体的模具安装在油压机上，对于长宽面积在

6000-7000mm2的工艺品，选择500吨油压机进行冷挤压，其它尺寸的工艺品参照此标准；根

据工艺品浮雕图案的深与浅，调整油压机上的压力，对于浮雕深度为0.8mm、金属片厚度为

3mm的浮雕工艺品，调整油压机的压力为450吨，其它尺寸的工艺品参照此标准；如油压后出

现图案不清晰的情况，则将其进行回火处理后再第二次油压成型，直至图案清晰。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表面附有黄金层的浮雕金属工艺品的生产工艺，其特征在于：

所述浮雕金属工艺品的表面中下凹的位置作为砂面，其它位置作为光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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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根据权利要求1-7中任何一项所述的表面附有黄金层的浮雕金属工艺品的生产工

艺，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1）包括以下步骤：

（1.1）根据浮雕金属工艺品的外形、浮雕高度等具体参数进行手工泥塑得到泥塑品；

（1.2）运用精密三维扫描仪扫描泥塑品，生成初始的虚拟浮雕可编程文件；

（1.3）根据初始的虚拟浮雕可编程文件，运用精密雕刻机分别对浮雕金属工艺品基体、

黄金附着层和电极的外形、图案、浮雕的深浅进行进一步编程，生成最终的虚拟浮雕可编程

文件；

（1.4）根据最终的虚拟浮雕可编程文件，运用精密雕刻机雕刻用于制作浮雕金属工艺

品基体的模具半成品、用于制作黄金附着层的模具半成品和电极。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表面附有黄金层的浮雕金属工艺品的生产工艺，其特征在于：

所述步骤（1.3）中，首先运用电脑软件对泥塑扫描文件进行深度细化，使其在美观上达到产

品要求；然后调整虚拟浮雕的各细节与刀具相配，直至可以进行模具雕刻；根据浮雕金属工

艺品的造型坡度和浮雕的深度，在文件编辑时要考虑刀具与夹头不能撞击到模具表面；根

据浮雕金属工艺品的造型层次、图案的大小、转角的半径，在编辑文件时要考虑刀具的型号

和尺寸的选择：浮雕图案选择用锥刀，几何曲面选择球刀，平面选择平底刀，最小刀具的直

径为1mm，因此转角半径不低于0.5mm；用于制作浮雕金属工艺品基体的模具的凹模砂面部

分在设计时提高0.05-0.1mm；用于制作黄金附着层的模具的凹模具在设计时加上包金层厚

度同比放大，同时将凹模砂面部分提高0.05-0.1mm；电极在设计时去掉非砂面部分即降低

0.1mm以上。

10.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表面附有黄金层的浮雕金属工艺品的生产工艺，其特征在

于：所述步骤（1.4）中，根据浮雕金属工艺品的大小、浮雕的高度，确定模具尺寸，选择未淬

火的模具钢为模具材料；通过平面精磨加工，保证模具半成品的上下面平行度控制在

0.01mm范围内，模具半成品上的一大一小两个定位芯、孔的同心度控制在0.03mm范围内；精

密雕刻机雕刻模具时，下刀的最小深度控制在0.01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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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表面附有黄金层的浮雕金属工艺品的生产工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浮雕金属工艺品的生产工艺，尤其涉及一种表面附有黄金层的浮

雕金属工艺品的生产工艺。

背景技术

[0002] 浮雕金属工艺品是一种具有浮雕图案立体效果的金属工艺品，随着生活水平的提

高，表面附有黄金层的浮雕金属工艺品越来越受到消费者喜爱，但如何将黄金层牢固地附

着于工艺品表面一直是一个比较困难的问题。

[0003] 将黄金层牢固地附着于工艺品表面的现有技术有两种，一种是已有2500多年历史

的鎏金（也称火镀金工艺），是将黄金层附着包裹在器具上（金属工艺品等）的装饰工艺；另

一种是化学镀金工艺。

[0004] 鎏金是将黄金材料与汞（水银）按1:6比例混合加热至600-800度，与汞发生反应，

化学上称为齐化现象；生成的金汞齐泥状混合物，手工操作涂抹在其他材料金属工艺品等

器具上。这种工艺的缺陷是手工涂抹金泥使金层厚薄不均；用火加热挥发析出汞，金层表面

会留下气孔，影响金层表面质量；用头发制成发栓，蘸硝酸按压金层，附着力差，金层容易脱

落。

[0005] 化学镀金工艺的缺陷是镀金工艺品需要光亮度，其镀层很薄，容易擦拭脱落；若加

长时间镀金，虽然表面镀层厚度会增加，但表面亮度不够，也不符合使用需求。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的目的就在于为了解决上述问题而提供一种厚度薄、厚度均匀且附着牢固

的表面附有黄金层的浮雕金属工艺品的生产工艺。

[0007] 本发明通过以下技术方案来实现上述目的：

[0008] 一种表面附有黄金层的浮雕金属工艺品的生产工艺，所述浮雕金属工艺品的表面

包括光面和砂面，所述生产工艺包括以下步骤；

[0009] （1）制作模具半成品和电极：模具半成品包括用于制作浮雕金属工艺品基体的模

具半成品和用于制作黄金附着层的模具半成品；电极上雕刻有与所述浮雕金属工艺品的砂

面一致的图案，电极用于在下述步骤（3）中与电火花成型机配合使用以加工模具的砂面；

[0010] （2）对两套模具半成品进行淬火处理；

[0011] （3）在两套模具半成品上与所述浮雕金属工艺品的砂面对应的位置，使用电极配

合电火花成型机进行砂面加工，完成砂面加工后得到用于制作浮雕金属工艺品基体的模具

和用于制作黄金附着层的模具；

[0012] （4）将浮雕金属工艺品采用的金属和黄金在不同的轧片机上分别碾压成片；

[0013] （5）利用油压机和用于制作浮雕金属工艺品基体的模具将片状金属压制成型，得

到具有砂面和光面的浮雕金属工艺品基体；利用油压机和用于制作黄金附着层的模具将片

状黄金压制成型，得到具有砂面和光面的黄金附着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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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4] （6）利用油压机将黄金附着层压制在浮雕金属工艺品基体的表面并使二者的砂面

和光面对应贴合，利用砂面的凹凸结构使二者牢固地粘贴在一起；

[0015] （7）清理黄金附着层的边缘，得到表面附有黄金层的浮雕金属工艺品。

[0016] 作为优选，所述模具为钢模具，所述电极为铜电极，所述步骤（1）的模具为未淬火

的钢模具。

[0017] 优选地，所述步骤（2）中，对淬火后的模具半成品的光面进行第一次抛光；所述步

骤（3）中，对加工完砂面的模具的光面进行第二次抛光；然后对模具的上弧面采用气动抛光

机装夹不同形状的羊毛毡轮抛光。

[0018] 更优选地，第一次抛光时，先用240号油石粗抛，随后用320号、400号、600号、800号

油石逐步抛光；第二次抛光时，用1500号油石抛光。

[0019] 作为优选，所述步骤（5）中，将用于制作黄金附着层的模具安装在小吨位的油压机

上，分二至三次油压，油压机吨位由50吨-100吨由小到大调整，第一次油压不将工艺品图案

全部压制清晰，以免片状黄金在压力作用下冷硬化而发生裂纹、豁口、沙眼，将第一次油压

的黄金半成品在电陶炉上回火一次，回火后再进行第二次油压成型，如果需要再进行第二

次回火和第三次油压成型，直到工艺品图案清晰，再次回火完成黄金附着层的油压成型加

工。

[0020] 作为优选，所述步骤（5）中，将用于制作浮雕金属工艺品基体的模具安装在油压机

上，对于长宽面积在6000-7000mm2的工艺品，选择500吨油压机进行冷挤压，其它尺寸的工

艺品参照此标准；根据工艺品浮雕图案的深与浅，调整油压机上的压力，对于浮雕深度为

0.8mm、金属片厚度为3mm的浮雕工艺品，调整油压机的压力为450吨，其它尺寸的工艺品参

照此标准；如油压后出现图案不清晰的情况，则将其进行回火处理后再第二次油压成型，直

至图案清晰。

[0021] 作为优选，所述浮雕金属工艺品的表面中下凹的位置作为砂面，其它位置作为光

面。

[0022] 作为优选，所述步骤（1）包括以下步骤：

[0023] （1.1）根据浮雕金属工艺品的外形、浮雕高度等具体参数进行手工泥塑得到泥塑

品；

[0024] （1.2）运用精密三维扫描仪扫描泥塑品，生成初始的虚拟浮雕可编程文件；

[0025] （1.3）根据初始的虚拟浮雕可编程文件，运用精密雕刻机分别对浮雕金属工艺品

基体、黄金附着层和电极的外形、图案、浮雕的深浅进行进一步编程，生成最终的虚拟浮雕

可编程文件；

[0026] （1.4）根据最终的虚拟浮雕可编程文件，运用精密雕刻机雕刻用于制作浮雕金属

工艺品基体的模具半成品、用于制作黄金附着层的模具半成品和电极。

[0027] 作为优选，所述步骤（1.3）中，首先运用电脑软件对泥塑扫描文件进行深度细化，

使其在美观上达到产品要求；然后调整虚拟浮雕的各细节与刀具相配，直至可以进行模具

雕刻；根据浮雕金属工艺品的造型坡度和浮雕的深度，在文件编辑时要考虑刀具与夹头不

能撞击到模具表面；根据浮雕金属工艺品的造型层次、图案的大小、转角的半径，在编辑文

件时要考虑刀具的型号和尺寸的选择：浮雕图案选择用锥刀，几何曲面选择球刀，平面选择

平底刀，最小刀具的直径为1mm，因此转角半径不低于0.5mm；用于制作浮雕金属工艺品基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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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模具的凹模砂面部分在设计时提高0.05-0.1mm；用于制作黄金附着层的模具的凹模具在

设计时加上包金层厚度同比放大，同时将凹模砂面部分提高0.05-0.1mm；电极在设计时去

掉非砂面部分即降低0.1mm以上。

[0028] 作为优选，所述步骤（1.4）中，根据浮雕金属工艺品的大小、浮雕的高度，确定模具

尺寸，选择未淬火的模具钢为模具材料；通过平面精磨加工，保证模具半成品的上下面平行

度控制在0.01mm范围内，模具半成品上的一大一小两个定位芯、孔的同心度控制在0.03mm

范围内；精密雕刻机雕刻模具时，下刀的最小深度控制在0.01mm。

[0029]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在于：

[0030] 本发明通过采用轧片工艺，形成的包金层厚薄均匀，并且片厚最薄可达0.01毫米，

远比金泥涂抹还薄，用金料少；利用模具砂面压制金料，利用金属可塑变形的特性，将金片

推动变形，嵌入模具砂面，与浮雕金属工艺品基体的金属牢固粘贴，从而解决了传统手工鎏

金存在的厚薄不均的问题，也解决了传统镀金工艺存在金层太薄、易擦拭掉的问题；利用油

压机压制包裹金层，表面无气孔，使整个工艺品表面更加光洁美观，解决了传统鎏金技术中

蒸发汞导致的金层表面气孔问题；通过采用气动抛光工艺，将模具上根据设计需要的光面

进行镜面抛光，在包裹粘贴薄金片时，利用黄金材料良好的可塑性，在压力作用下进行流

动，模具上的光亮部分直接反应到黄金表面上，使整个工艺品表面更加美观。

[0031] 另外，通过本发明工艺生产表面附有黄金层的浮雕金属工艺品，还具有如下社会

效益和经济效益：

[0032] 社会效益的体现：工艺的改进，避免了现有技术中用火加热挥发析出汞时，汞对操

作者造成的伤害，污染环境，也避免化学镀金废液处理不当对环境造成污染，生产环境保护

水平提高，改善了工人生产环境，减少了环境污染，为社会创造一个绿色环保的环境；经济

效益的体现:工艺的改进，改变手工操作为模具化生产，提高了产品数量及质量，市场认可

新工艺新产品，带动企业经济效益的提高。

附图说明

[0033] 图1是本发明实施例中银熊猫工艺品的外形图；

[0034] 图2是图1中的A-A剖视放大图；

[0035] 图3是本发明实施例中钢模具的砂面的剖视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6] 下面结合实施例和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说明：

[0037] 实施例：

[0038] 下面以薄黄金片包裹银熊猫制成如图1所示的银熊猫工艺品为例进行具体说明，

其中银熊猫工艺品1的表面中下凹的位置3作为砂面，其它位置2作为光面，图2中示出了银

熊猫工艺品1的砂面中的薄金片4和银基体5。

[0039] 按以下步骤生产银熊猫工艺品：

[0040] （1）制作钢模具半成品和铜电极：钢模具半成品包括用于制作银熊猫工艺品基体

的钢模具半成品和用于制作黄金附着层的钢模具半成品，材料为未淬火的铬十二钼钒；铜

电极上雕刻有与银熊猫工艺品的砂面一致的图案，铜电极用于在下述步骤（3）中与电火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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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型机配合使用以加工钢模具的砂面；

[0041] 更具体来说，本步骤包括以下步骤：

[0042] （1.1）根据银熊猫工艺品的外形、浮雕高度等具体参数进行手工泥塑得到泥塑品；

泥塑时，要充分考虑后工序精细扫描能达到的最深深度，控制在6mm以内；要考虑后工序模

具加工，不能有负角；形状、线条要考虑后工序模具加工刀具种类的选择；要从工艺品美观

角度考虑光面与砂面的对比，同时又能保证金与银通过钢模具砂面油压贴合在一起，要考

虑银熊猫工艺品的光面部分和砂面部分的位置，并在工作单上注明砂面的具体位置，供下

面文件编程时一并考虑；设计产品尺寸的大小（面积），要考虑包黄金重量的技术参数，即在

包金重量确定、金片厚度确定的情况下，泥塑的大小（面积）要与之相配；

[0043] （1.2）运用精密三维扫描仪扫描泥塑品，生成初始的虚拟浮雕可编程文件；该扫描

系统为非接触式、点式激光扫描类别，精细扫描浮雕时，根据浮雕图案深与浅的深度差别比

较大时，可采用精度为0.03mm，最小步长0.022mm的25毫米透镜，可成功实现分层扫描，应用

JDPaint软件可直接读取扫描点云数据，并重构成矩形网格，完全没有精度损失，并完整地

进行数据后期处理；

[0044] （1.3）根据初始的虚拟浮雕可编程文件，运用精密雕刻机分别对银熊猫工艺品基

体、黄金附着层和铜电极的外形、图案、浮雕的深浅进行进一步编程，生成最终的虚拟浮雕

可编程文件；

[0045] 本步骤中，首先运用JDPaint软件对泥塑扫描文件进行深度细化，使其在美观上达

到产品要求；然后调整虚拟浮雕的各细节与刀具相配，直至可以进行模具雕刻；根据浮雕金

属工艺品的造型坡度和浮雕的深度，在文件编辑时要考虑刀具与夹头不能撞击到模具表

面；根据浮雕金属工艺品的造型层次、图案的大小、转角的半径，在编辑文件时要考虑刀具

的型号和尺寸的选择：浮雕图案选择用锥刀，几何曲面选择球刀，平面选择平底刀，最小刀

具的直径为1mm，因此转角半径不低于0.5mm；用于制作浮雕金属工艺品基体的模具的凹模

砂面部分在设计时提高0.05-0.1mm；用于制作黄金附着层的模具的凹模具在设计时加上包

金层厚度同比放大，同时将凹模砂面部分提高0.05-0.1mm；电极在设计时去掉非砂面部分

即降低0.1mm以上；

[0046] （1.4）根据最终的虚拟浮雕可编程文件，运用精密雕刻机雕刻用于制作银熊猫工

艺品基体的钢模具半成品、用于制作黄金附着层的钢模具半成品和铜电极；

[0047] 本步骤中，根据浮雕金属工艺品的大小、浮雕的高度，确定模具尺寸，选择未淬火

的模具钢为模具材料；通过平面精磨加工，保证模具半成品的上下面平行度控制在0.01mm

范围内，模具半成品上的一大一小两个定位芯、孔的同心度控制在0.03mm范围内；精密雕刻

机雕刻模具时，下刀的最小深度控制在0.01mm；

[0048] （2）对两套钢模具半成品进行淬火处理，选择真空淬火钢模具半成品至HRC58-60

硬度，并对淬火后的钢模具半成品的光面进行第一次抛光，抛光时，先用240号油石粗抛，随

后用320号、400号、600号、800号油石逐步抛光；

[0049] （3）在两套钢模具半成品上与银熊猫工艺品的砂面对应的位置，使用铜电极配合

电火花成型机进行砂面加工，用1500号油石对加工完砂面的钢模具的光面进行第二次抛

光，然后对钢模具的上弧面采用气动抛光机装夹不同形状的羊毛毡轮抛光，完成砂面加工

和抛光后得到用于制作银熊猫工艺品基体的钢模具和用于制作黄金附着层的钢模具，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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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的钢模具的砂面局部如图3所示，其上模6和下模8之间有模具砂面7，模具砂面7与图2中

的薄金片4和银基体5的砂面的形状和尺寸一致；

[0050] （4）将银和黄金在不同的轧片机上分别碾压成片；银材料根据工艺品设计要求碾

压成片状，考虑到钢模具油压加工时银片会出现成型变薄，轧片时多增加厚度0.1-0.3mm，

银片回火后转至下工序加工；黄金材料根据工艺品设计要求需要包金的重量，测算出包金

面积及厚度，在精密轧片机上轧金片至合适厚度，金片最薄可碾压至0.01mm，金片回火后转

至下工序加工；金片银片在不同的车间，不同的轧片机上分开生产，不混线生产，以保证金

银材料的纯度；

[0051] （5）利用油压机和用于制作银熊猫工艺品基体的钢模具将片状银压制成型，得到

具有砂面和光面的银熊猫工艺品基体；利用油压机和用于制作黄金附着层的钢模具将片状

黄金压制成型，得到具有砂面和光面的黄金附着层；本步骤中，将用于制作黄金附着层的钢

模具安装在小吨位的油压机上，分二至三次油压，油压机吨位由50吨-100吨由小到大调整，

第一次油压不将工艺品图案全部压制清晰，以免片状黄金在压力作用下冷硬化而发生裂

纹、豁口、沙眼，将第一次油压的黄金半成品在电陶炉上回火一次，回火后再进行第二次油

压成型，如果需要再进行第二次回火和第三次油压成型，直到工艺品图案清晰，再次回火完

成黄金附着层的油压成型加工；将用于制作银熊猫工艺品基体的钢模具安装在油压机上，

对于长宽面积在6000-7000mm2的工艺品，选择500吨油压机进行冷挤压，其它尺寸的工艺品

参照此标准；根据工艺品浮雕图案的深与浅，调整油压机上的压力，对于浮雕深度为0.8mm、

银片厚度为3mm的浮雕工艺品，调整油压机的压力为450吨，其它尺寸的工艺品参照此标准；

如油压后出现图案不清晰的情况，则将其进行回火处理后再第二次油压成型，直至图案清

晰；

[0052] （6）利用油压机将黄金附着层压制在银熊猫工艺品基体的表面并使二者的砂面和

光面对应贴合，利用砂面的凹凸结构使二者牢固地粘贴在一起；本步骤中，将油压成型后的

黄金附着层重叠在银熊猫工艺品基体的表面上，选择用于制作黄金附着层的钢模具在大吨

位的油压机上，重叠金银压制成型，此时，利用黄金白银的可塑性，在外部压力（油压机对模

具的上、下模压力）作用下，金银材料产生流动，将黄金薄片与被包裹的银熊猫工艺品基体

在钢模具的凸凹砂面上挤压，牢固粘贴在一起，完成了黄金层包裹在银熊猫工艺品基体上

的过程；

[0053] （7）清理黄金附着层的边缘，得到表面附有黄金层的银熊猫工艺品；本步骤中，用

玛瑙做的光压工具，手工沿工艺品边缘将金片翻边至银熊猫工艺品基体里面，用玛瑙压光

工具擀压翻过去的金边，牢固嵌入银熊猫工艺品基体背面边沿的砂面层，使银熊猫工艺品

基体的正面是一个完整的包金面，完成产品制作后入库。

[0054] 上述实施例只是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并不是对本发明技术方案的限制，只要是

不经过创造性劳动即可在上述实施例的基础上实现的技术方案，均应视为落入本发明专利

的权利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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