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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饰工艺画 金层含金量与厚度测定 ICP光谱法

              第1部分:金膜画

范围

本部分规定了金膜u金层含金量 与厚度的测定方法

本部分适用于QB/T 2630. 1《金饰」艺u 第1'S分

测定，也适用于在金膜上印刷各种文字、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金膜画金层》所规定的金层含金量与厚度的

图案等制 品金层的测试。

    卜列义件中的条款通过本部分的引用而成为本部分的条款

修改单(小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部分，然而，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木。凡是不注 日期的引用文件，

    QB/T 2630.1金饰工艺画 第1部分:金膜11 DI金层

3 方法原理

凡是注 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的

鼓励根据本部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木部分

采用王水淋洗、溶解试样的金层，制成试液 。试液直接以氢等离子光源激发，

量，试液经稀释测定金的含量。根据金、

和金层面积，计算金层厚度

测定其中的银、铜含

银、铜测试结果，计算金层含金量和金的质量;根据金的质量

4 试剂材料

    除I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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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纯金，纯度不低于 99.99y} o

4.2 纯银，纯度不低于 99.99%.

4.3 纯铜，纯度不低于99.99 % o

4.4 盐酸，质量分数为36%^38%, p=1.I8g/mLo

4.5 硝酸，质量分数为65%-68%, p=1.4g/mL.

4.6 盐酸，l+lo

4.7 硝酸，l+lo

4.8 盐酸，1+9

4.9 金标准贮备液，1000 }Lg/ml

    称取纯金((4.1) 0.5 g,精确到0. 1 mg,置于50 mL烧杯中，加入盐酸(4.6)15mL和硝酸((4.7)5r L
小火加热溶解。冷却后，移入500 mL容量瓶中，用盐酸(4.8)稀释至刻度，摇匀

4.10银标准贮备液，100 gg/mL

    称取纯银((4.2)0.1 g,精确到0. 1 mg,置于50 mL烧杯中，加入硝酸(4.7) lOmL，加热溶解后，

移入预先盛有盐酸(4.4) 200 mL的1000 ML容量瓶中，用少量水洗涤烧杯，

量瓶至沉淀溶解。冷却后，用盐酸(4.6)稀释至刻度，摇匀。
洗液并入容量瓶，摇晃容

4. 11铜标准贮备液，l00gg角lL

    称取纯铜(4.3)0.1 g,精确到

却后，移入 工000 ML容最瓶，
0. 1 mg,置于50 mL烧杯中，加入硝酸((4.7) lOmL，加热溶解，冷

用盐酸(4.8)稀释至刻度，摇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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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

    常用实验室设备和

5. 1 电感祸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仪(简称ICP光谱仪):分拼率0- 02 nrn,波长范围165 nm-900 nm,

精密度2%

5. 2分析天平，感量。.1 mg,精度等级为丫级

6 分析步骤

6. 1试料

    按表1截取二份试料，进行平行测试 测量试料的尺寸几精确到1 mm,用户计算试料的面积

62试液制备

6. 2. 1试液A制备

    将试料剪成小块，便于酸洗 在通风扣中，试料用热的稀上水仁硝酸(4.5),盐酸(4.4)和水按1+3十3

的比例混合」20mL̂ 25 mL反复淋洗，使胶片f-.的金层济解在淋洗液中 淋洗液移入100 mL容量瓶，

用盐酸(4.8)洗涤脱金后的胶片及盛淋洗液的烧杯，洗涤液升入容量瓶，并用盐酸(4.8)稀释至容量瓶

刻度，#f,匀此溶液用1--W铜测试。 、- -
6. 2.2试液B制备 一价-
    准确吸取试液A 5 mL于50 ML容最瓶中，用盐酸(4.8)稀释至刻度，摇匀。此溶液用于金的测试.

    注卜若金层的厚度低于众lpm或超过。5p.,可适当降低或提.沂试液A的稀释侣数 使试液B的金浓度t制6

        47 pg/mL-100 pg/mL的范围· ‘

6.3旗黑默芝、银、铜标准O2V- i7l液(4.9-4. 1、。J。碗嵌酸((4.6)1 mL的50硫量瓶中，
用盐酸(4.8)稀释草刻度，摇匀· 、

      二 表 2 标准溶液测试元素的浓度

  沙

N金盆侧盈范围 (%)
                : ，

视明试儿索浓度识叮黔落息-
Au A$, 舀 Cu

99.50-99.90 一L一100 戴瑟
加

                10

94.89̂99.99 一介户一J04' 9 2

54 测试分析戮 厂

    推荐测试分析线见表3

55 测定

    将试液A (6.2. 1)或试液B (6.2.2)与标准溶液(6.3)分别在ICP光谱仪(5.1)上进行测试，其中

试液A (62.1)测银、铜，试液B (6.22)测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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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推称测试分析线

测试元素 Au Ag ， cu

分析线 (um) 197.819 328.068 324.754

结果的表示

71 金层含金量

    金层含金量的百分数Au(%)按公式(1)计算。

                Au (9/6)- 一c, x v, x V3 / VZ一一、100
                                (c, x v, x v, / V,)+(cz +c,) X V,

    式中

    c,— 试液B中金的浓度，单位为微克每毫升，wg/ML;
    c2一一试液A中银的浓度，单位为微克每毫升，WB八11L;
    c3— 试液A中铜的浓度，单位为微克每毫升，wg/ML;
    V— 试液A的体积，单位为斑升，ML;
    V2 - 试液B中装有试液A的体积，单位为毫升，.L:

    V— 试液B的体积，单位为毫升，ml。

    计算结果表不到小数点后两位。

7.2 金层厚度

    金层厚度h恤m)按公式(2)计算。

                    、=(一,xVxV生)x]9x 10,

(1)

(2)
dxS

式[I]:

S- 试料面积，单位为平方厘米，cm=;

d 金的密度，19.3g/cm';
ci, V�眺、吃的含义与公式(”中字母的含义相同。

计算结果表示到小数点后两位

重现性

    平行测试结果的算术平均值为测定结果。

8.1金层含金f的重现性
    金层含金量平行测试结果的绝对差值不人于表4的规定。

                                表 4 金层含金量测试的重现性

含金量铡量范围 (%) 重 现 it (%)

      99.90̂ 99.99 一 0.02-
99.5099.90 一 一_- 一二0.048.2 金层厚度的重现性

    金层厚度平行测试结果的绝对差值不大于表5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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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金层厚度测试 的重现性

厚度测量范围 (pm) 重 现 性 (R.)

0.25- 0.50 0.04

<0.25 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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