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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电脑首饰设计及打印等级对应的工作领域、工作任务及职业技
能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电脑首饰设计及打印职业技能培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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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规范性引用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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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所有的修
改单）适用于本标准。
GB/T 16552-2017 珠宝玉石名称
GB/T 31108-2014 首饰镶嵌工艺信息分类与代码
GB/T 11888-2014 首饰指环尺寸定义、测量和命名
GB/T 31912-2015 饰品标识
GB 11887-2012
首饰贵金属纯度的规定及命名方法
GB 25071-2010
珠宝玉石及贵金属产品分类与代码
QB／T 1689-2006 贵金属饰品术语
GB/T 35021-2018 增材制造 工艺分类及原材料
GB/T 35351-2017 增材制造 术语
GB/T 25108-2010 三维 CAD 软件功能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GB/T 16552-2017、GB/T 31108-2014、GB/T 11888-2014、 GB/T 31912-2015、
GB 11887-2012、GB 25071-2010、QB／T 1689-2006、GB/T 35021-2018、GB/T
35351-2017、GB/T 25108-2010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珠宝玉石
对天然宝石玉石和人工珠宝玉石得统称，可简称宝石。
[GB/T 16552-2017，定义 3.1]
3.2 珠宝玉石饰品
以珠宝玉石为原料，经过切磨、雕琢、镶嵌等加工制作，用于装饰的产品。
[GB/T 16552-2017，定义3.5]
3.3 珠宝玉石基本名称
珠宝玉石品种的矿物学、岩石学、材料学及传统宝石学名称。
[GB/T 16552-2017，定义3.6]
3.4 珠宝玉石商贸名称
珠宝玉石流通领域中，被广泛使用和普遍认可的珠宝玉石基本名称以外的其
他名称。
[GB/T 16552-2017，定义3.7]
3.5 镶嵌制作工艺分类
按首饰镶嵌制作工艺的特征，采用层级分类，逐次分为大类、中类、小类三
级。大类依次分为爪镶、包镶、槽镶、钉镶、窝镶、无边镶、组合镶、插镶、错
镶、蜡镶、压镶、铲镶、虎口镶、澳洲镶等。在每一大类中根据镶嵌制作工艺实
际，可逐次分为中类、小类。
[GB/T 31108-2014，定义4.1]
3.6 指环尺寸
指环的内圆周长，以mm为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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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11888-2014 ，定义2.1]
3.7 指环号
以数字1=～36*来表示指环尺寸的一种方法，也称为指环的圈口号、手寸。
[GB/T 11888-2014 ，定义2.2]
3.8 贵金属饰品
由贵金属及其合金制成的饰品，包含贵金属素类饰品和贵金属镶嵌饰品。
[GB/T 31912-2015，定义3.2]
3.9 印记
打印或刻印在贵金属饰品上的永久性标识。
[GB 11887-2012，定义3.2]
3.10 珠宝玉石及贵金属产品
以珠宝玉石或贵金属为主要材质的原材料、半成品及成品。
[GB 25071-2010，定义2.3]
3.11 贵金属饰品
贵金属材料制成的首饰和摆件。
[QB／T 1689-2006，定义3.1]
3.12 贵金属首饰
贵金属材料制成的供人佩带的饰物。
[QB／T 1689-2006，定义3.1]
3.13 立体光固化
通过光致聚合作用选择性地固化液态光敏聚合物的增材制造工艺。
[GB/T 35021-2018，定义6.2]
3.14 材料喷射
将材料以微滴的形式按需喷射沉积的增材制造工艺。
[GB/T 35021-2018，定义6.3]
3.15 粘结剂喷射
选择性喷射沉积液态粘结剂粘结粉末材料的增材制造工艺。
[GB/T 35021-2018，定义6.4]
3.16 粉末床熔融
通过热能选择性地熔化/烧结粉末床区域的增材制造工艺。
[GB/T 35021-2018，定义6.5]
3.17 材料挤出
将材料通过喷嘴或孔口挤出的增材制造工艺。
[GB/T 35021-2018，定义6.6]
3.18 增材制造
以三维模型数据为基础，通过材料堆积的方式制造零件或实物的工艺。
[GB/T 35351-2017，定义2.1.1]
3.19 三维打印 3D
利用打印头、喷嘴或其他打印技术，通过材料堆积的方式来制造零件或实物
的工艺。注：此术语通常作为增材制造的同义词，又称 3D 打印。
[GB/T 35351-2017，定义2.1.4]
3.20 三维打印机
三维打印所用的设备。注：又称 3D打印机。
[GB/T 35351-2017，定义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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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布尔运算
用于 CAD 的代数或符号逻辑计算式，以扩充设计规则检查程序和简化几何图
形的设计。
[GB/T 25108-2010，定义2.1.3]
3.22 渲染
在产品的几何模型上附加一定的材质、纹理、色彩及图案，并加上光源、风
力和重力等，通过计算机的计算生成具有真实感效果的图形。
[GB/T 25108-2010，定义2.1.10]
3.23 曲面
构成零件的基本面称作曲面，它可以伸出零件的实际轮廓之外。该面的边界
通常由"简单的"解析曲线构成，一般用作带有复杂边界曲线的有界曲面。
[GB/T 25108-2010，定义2.1.13]
3.24 曲面造型
在线框造型的基础上增加面的信息，利用平面和曲面来表示形体。它为形体
提供了更多的几何信息，可以实现自动消除隐藏线和隐藏面以及数控加工程序计
算。
[GB/T 25108-2010，定义2.1.14]
3.25 三维 CAD
3D-CAD以三维数据模型为基础的计算机辅助设计。
[GB/T 25108-2010，定义2.1.15]
3.26 线框造型
由有限个空间点以及满足一定拓扑关系的成对点之间相连的线（直线或曲线）
构成的三维几何模型。
[GB/T 25108-2010，定义2.1.16]
4 适用院校专业
4.1 参照原版专业目录
中等职业学校：宝玉石鉴定与检测、服装设计与工艺、家具设计与制作、皮
革制品造型设计、工艺美术、珠宝玉石加工与营销、民族服装与服饰、民间传统
工艺、民族工艺品制作、民族居民装饰、文物保护技术等。
高等职业学校：宝玉石鉴定与加工、工艺设计、家具设计与制造、陶瓷制造
工艺、珠宝首饰技术与管理、皮具制作与工艺、表面精饰工艺、服装设计与工艺、
艺术设计、产品艺术设计、服装与服饰设计、游戏设计、工艺美术品设计、家具
艺术设计、雕刻艺术设计、皮具艺术设计、陶瓷设计与工艺、首饰设计与工艺、
玉器设计与工艺、民族服装与服饰、民族传统技艺、民族居民装饰、文物修复与
保护等。
高等职业教育本科学校：工艺美术、产品设计、服装与服饰设计等。
应用型本科学校：艺术教育、考古学、文物与博物馆学、文物保护技术、服
装设计与工程、服装设计与工艺教育、家具设计与工程、工业设计、宝石及材料
工艺学、动画、雕塑、实验艺术、文物保护与修复、艺术设计学、产品设计、服
装与服饰设计、公共艺术、工艺美术、数字媒体艺术、艺术与科技、陶瓷艺术世
界、新媒体艺术等。
4.2 参照新版职业教育专业目录
中等职业学校：宝玉石加工与检测、服装设计与工艺、艺术设计与制作、皮
革制品设计与制作、工艺美术、首饰设计与制作、工艺品设计与制作、民族服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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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饰品、民间传统工艺、民族工艺品设计与制作、文物保护技术等。
高等职业学校：宝玉石鉴定与加工、工业设计、、家具设计与制造、陶瓷制
造技术与工艺、珠宝首饰技术与管理、表面精饰工艺、服装设计与工艺、皮革服
装制作与工艺、艺术设计、产品艺术设计、服装与服饰设计、游戏艺术设计、工
艺美术品设计、家具艺术设计、动漫设计、人物形象设计、雕刻艺术设计、皮具
艺术设计、包装艺术设计、陶瓷设计与工艺、首饰设计与工艺、玉器设计与工艺、
雕塑设计、民族传统技艺、民族服装与饰品、文物修复与保护、文物考古技术等。
高等职业教育本科学校：工业设计、服装工程技术、工艺美术、产品设计、
服装与服饰设计、游戏创意设计、展示艺术设计、时尚品设计、文物修复与保护、
数字动画等。
应用型本科学校：艺术教育、考古学、文物与博物馆学、文物保护技术、服
装设计与工程、服装设计与工艺教育、家具设计与工程、工业设计、宝石及材料
工艺学、动画、雕塑、实验艺术、文物保护与修复、艺术设计学、产品设计、服
装与服饰设计、公共艺术、工艺美术、数字媒体艺术、艺术与科技、陶瓷艺术世
界、新媒体艺术等。
5 面向职业岗位（群）
【电脑首饰设计】（初级）：主要面向电脑首饰设计助理、电脑首饰设计改
版师、合金和银基础件电脑设计师、产品设计师助理、驻店设计师助理、独立设
计师工作室设计助理、珠宝网络营销师助理。
【电脑首饰设计】（中级）：主要面向电脑首饰设计起版师、素金珠宝（黄
金、k 金、铂金）和宝石镶嵌类首饰电脑设计师、产品设计师、珠宝品牌规划师、
驻店设计师、独立设计师工作室、珠宝网络营销师。
【电脑首饰设计】（高级）：主要面向高级电脑首饰设计起版师、高级珠宝
（钻石、祖母绿、红蓝宝等）定制珠宝设计师、高级产品设计师、珠宝品牌规划
师、珠宝（产品）设计主管或设计总监、驻店设计师、独立设计师工作室、珠宝
网络营销师。
6 职业技能要求
6.1 职业技能等级划分
电脑首饰设计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分为三个等级：初级、中级、高级。三个
级别逐次递进，高级别涵盖低级别职业技能要求。
【电脑首饰设计】（初级）：主要面向珠宝设计加工类企业、银合金时尚
首饰设计加工类企业、电脑首饰设计科技类公司和独立设计师工作室，应用
JEWELCAD软件进行首饰的基础款设计、起板、修版、打印、维护等工作，作为
驻店设计师或网络营销员能够根据企业、市场、消费者的需求进行设计方案的
沟通及修改表达。
【电脑首饰设计】（中级）：主要面向黄金、K金及宝石和玉石镶嵌类首饰
设计加工企业、电脑首饰设计科技类公司和独立设计师工作室，熟练应用
JEWELCAD软件进行首饰的设计、建模、修版、打印、维护等工作，作为驻店设
计师和珠宝网络营销师可以独立承担企业、市场、消费者之间的沟通和设计工
作；作为品牌规划师根据行业发展趋势及市场流行趋势、能够进行珠宝品牌规
划及相应品牌产品研发、建模和修版。
【电脑首饰设计】（高级）：主要面向黄金、K金及宝石和玉石镶嵌类首饰
设计加工企业、珠宝设计师品牌公司、奢侈品设计及顾问公司、国际珠宝品牌、
电脑首饰设计科技类公司和独立设计师工作室，熟练融合应用JEWELCAD和RHI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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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进行首饰的复杂款设计、精准建模、修版、打印、维护等工作；熟悉各类
数字化3D打印技术的特点及发展更新，具备电脑首饰设计团队统领能力，解决
团队的电脑设计和打印问题；作为驻店设计师和珠宝网络营销师可以独立承担
企业、市场、消费者之间的沟通和设计工作，根据行业发展趋势及市场流行趋
势完成高级珠宝品牌风格、个性化产品定位的合理统筹及规划，带领团队进行
珠宝品牌规划及相应品牌产品研发。
6.2 职业技能等级要求描述
表 1 电脑首饰设计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初级）
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1.1 行业背景介绍

1.电脑首
饰设计概 1.2 软件概况介绍
论学习
1.3 课程设置安排

2.1 软件界面认识

2.Jewel
CAD 基础
功能学习
2.2 软件基础菜单
学习

2.3 软件基础工具
学习

职业技能要求
1.1.1 学习及掌握电脑首饰设计历史理论知识。
1.1.2 学习及掌握电脑首饰设计行业概况。
1.1.3 学习及掌握电脑首饰设计的应用与发展。
1.2.1 学习及掌握电脑首饰设计软件的发展概况。
1.2.2 学习及掌握电脑首饰设计软件的应用概况。
1.2.3 学习及掌握电脑首饰设计软件的适用范围。
1.3.1 掌握电脑能首饰设计初级课程的基本要求。
1.3.2 掌握电脑能首饰设计初级课程的学习目标。
1.3.3 掌握电脑能首饰设计初级课程的学习安排。
2.1.1 学习及掌握菜单栏命令分类及指示意义，能正确区
分菜单栏各命令所示意义。
2.1.2 学习及掌握工具栏命令分类及指示意义，能正确区
分工具栏各命令所示意义。
2.1.3 学习及掌握绘图区命令分类及指示意义，能正确区
分绘图区域图标所示意义。
2.1.4 学习及掌握状态提示栏所有标识意思，能正确理解
状态栏指向意义。
2.2.1 学习档案菜单栏命令，能正确理解档案菜单栏所有
命令意思及操作方法。
2.2.2 学习编辑菜单栏命令，能正确理解编辑菜单栏所有
命令意思及操作方法。
2.2.3 学习检视菜单栏命令，能正确理解检视菜单栏所有
命令意思及操作方法。
2.2.4 学习选取菜单栏命令，能正确理解选取菜单栏所有
命令意思及操作方法。
2.2.5 学习复制菜单栏命令，能正确理解复制菜单栏所有
命令意思及操作方法。
2.2.6 学习变形菜单栏命令，能正确理解变形菜单栏所有
命令意思及操作方法。
2.2.7 学习帮助菜单栏命令，能正确理解帮助菜单栏所有
命令意思及操作方法。
2.3.1 学习曲线菜单栏命令，能正确理解曲线菜单栏所有
命令意思及操作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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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2.3.2 学习曲面菜单栏命令，能正确理解曲面菜单栏所有
命令意思及操作方法。
2.3.3 学习杂项菜单栏命令，能正确理解曲面菜单栏所有
命令意思及操作方法。
3.1.1 学习各类曲线命令的使用方法。
3.1 曲线命令学习 3.1.2 掌握各类曲线命令进行简单图形绘制方法。
3.1.3 会正确使用曲线命令完成相关案例建模。
3.2.1 学习及操作简单曲面成型相关命令建模方法。
3.2.2 掌握简单曲面成型相关命令进行模型绘制方法。
3.2.3 会正确使用简单曲面成型命令完成相关案例建模。
3.2.4 学习及操作单导轨命令的使用方法。
3.2.5 掌握单导轨命令进行简单模型绘制方法方法。
3.2.6 会正确使用单导轨命令完成相关案例建模。
3.2.7 学习及操作双导轨命令的使用方法。
3.2.8 掌握双导轨命令进行简单模型绘制方法。
3.2.9 会正确使用双导轨命令完成相关案例建模。
3.2.10 学习及操作三导轨命令的使用方法。
3.综合成 3.2 曲面成型学习
3.2.11 掌握三导轨命令进行简单模型绘制方法。
型建模
3.2.12 会正确使用三导轨命令完成相关案例建模。
3.2.13 学习及操作四导轨命令的使用方法。
3.2.14 掌握四导轨命令进行简单模型绘制方法。
3.2.15 会正确使用四导轨命令完成相关案例建模。
3.2.16 学习及正确理解导轨与切面量度的关系。
3.2.17 学习及分析教学应用建模案例 1，能熟练掌握此类
模型建模思路。
3.2.18 学习及分析教学应用建模案例 2，能熟练掌握此类
模型建模思路。
3.3.1 能综合应用导轨成型方式完成简单戒指设计建模 1。
3.3 首 饰 综 合 建 模 3.3.2 能综合应用导轨成型方式完成简单吊坠设计建模 2。
设计
3.3.3 能综合应用导轨成型方式完成简单耳饰设计建模 3。
3.3.4 能综合运用导轨成型方式完成首饰款式拓展设计。

工作领域

1.电脑首
饰设计概
论学习

表 2 电脑首饰设计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中级）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1.1.1 学习及掌握电脑首饰设计历史。
1.1 行业背
1.1.2 学习及掌握电脑首饰设计行业概况。
景介绍
1.1.3 学习及掌握电脑首饰设计的应用与发展。
1.2.1 学习及掌握电脑首饰设计软件的发展概况。
1.2 软件概
1.2.2 学习及掌握电脑首饰设计软件的应用概况。
况介绍
1.2.3 学习及掌握电脑首饰设计软件的适用范围。
1.2.4 学习及赏析电脑首饰设计建模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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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1.3 增 材 制
造技术背景
介绍
1.4 课 程 设
置安排
2.1 基础命
令实操
2.2 曲线命
令实操

2.软件功
能学习
2.3 曲面成
型实操

3.1 综 合 建
3. 综 合 建
模实操
模实操

3.2 3D 打印

职业技能要求
1.3.1 学习及掌握增材制造 3D 打印首饰的发展与概况。
1.3.2 学习及掌握增材制造 3D 打印首饰类材料分类及打印
形式。
1.3.3 学习及掌握增材制造 3D 打印机的种类、操作及应用。
1.4.1 掌握电脑能首饰设计中级级课程的基本要求。
1.4.2 掌握电脑能首饰设计中级课程的学习目标。
1.4.3 掌握电脑能首饰设计中级课程的学习安排。
1.2.1 学习及掌握菜单栏命令分类及指示意义，能正确区
分菜单栏各命令所示意义。
1.2.2 学习及掌握工具命令的分类、指示意义、使用方法。
1.2.3 能正确使用工具栏各命令完成相关练习。
2.2.1 掌握及拓展学习曲线命令功能。
2.2.2 能掌握各类曲线命令的使用方式。
2.2.3 能正确应用曲线命令完成相关图形建模。
2.3.1 掌握简单曲面成型建模成型方法。
2.3.2 能正确应用单曲面成型方式完成相关图形建模。
2.3.3 掌握导轨（单导轨、双导轨、三导轨、四导轨）建
模成型方法。
2.3.4 能正确应用导轨成型（单导轨、双导轨、三导轨、
四导轨）方式完成相关图形建模。
2.3.5 理解掌握导轨与切面量度的关系。
2.3.6 能正确选择合适的切面量度进行导轨成型。
2.3.7 掌握放样（线面连接）建模成型方法。
2.3.8 能正确应用放样（线面连接）成型方式完成相关图
形建模。
2.3.9 学习及分析教学应用建模案例 1，能熟练掌握此类模
型建模思路。
2.3.10 学习及分析教学应用建模案例 2，能熟练掌握此类
模型建模思路。
2.3.11 综合应用导轨成型方法完成相关类型首饰建模。
2.3.12 综合应用放样成型方法完成相关类型首饰建模。
2.3.13 综合应用导轨、放样命令完成相关类型首饰建模。
3.1.1 掌握商业首饰建模尺寸标准。
3.1.2 综合应用导轨、放样成型方法完成戒指实物首饰模
型建模训练 1。
3.1.3 综合应用导轨、放样成型方法完成戒指实物首饰模
型建模训练 2。
3.1.4 综合应用导轨、放样成型方法完成戒指实物首饰模
型建模训练 3。
3.1.5 综合应用应用导轨、放样成型方法完成常见商业首
饰套件设计建模。
3.2.1 综合应用所有命令完成 3D 建模设计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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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应用

职业技能要求
3.2.2 学习及掌握 3D 打印原理及分类。
3.2.3 学习及掌握各类 3D 打印机的使用及操作说明。
3.2.4 选择合适的 3D 打印形式打印创作作品。

表 3 电脑首饰设计职业技能等级证书（高级）
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1.1.1 学习及掌握电脑首饰设计历史。
1.1 行业背景介
1.1.2 学习及掌握电脑首饰设计行业概况。
绍
1.1.3 学习及掌握电脑首饰设计的应用与发展。
1.电脑首饰
1.2.1 学习及掌握电脑首饰设计软件的发展概况。
设计概论学 1.2 软件概况介 1.2.2 学习及掌握电脑首饰设计软件的应用概况。
习
绍
1.2.3 学习及掌握电脑首饰设计软件的适用范围。
1.2.4 学习及赏析电脑首饰设计建模作品。
1.3.1 掌握电脑能首饰设计高级级课程的基本要求。
1.3 课程设置安
1.3.2 掌握电脑能首饰设计高级课程的学习目标。
排
1.3.3 掌握电脑能首饰设计高级课程的学习安排。
2.1.1 学习及掌握菜单栏命令分类及指示意义，能正确区
2.1 基础命令实 分菜单栏各命令所示意义。
操
2.1.2 学习及掌握工具命令分类、指示意义、使用方法。
2.1.3 能正确操作工具栏各命令完成相关练习。
2.2.1 掌握及拓展学习曲线命令功能。
2.2 曲线命令实
2.2.2 能掌握各类曲线命令的使用方式。
操
2.2.3 能正确应用曲线命令完成相关图形建模。
2.3.1 掌握简单曲面成型建模成型方法。
2.3.2 能正确应用单曲面成型方式完成相关模型建模。
2.3.2 掌握导轨（单导轨、双导轨、三导轨、四导轨）建
模成型方法。
2.3.2 能正确应用导轨（单导轨、双导轨、三导轨、四导
2.Jewel CAD
轨）建模方式完成相关模型建模。
软件学习
2.3.3 理解掌握导轨与切面量度的关系。
2.3.2 能正确选择合适的切面量度进行导轨成型。
2.3 曲面成型实 2.3.4 掌握放样（线面连接）建模成型方法。
操
2.3.2 能正确应用放样（线面连接）建模方式完成相关模
型建模。
2.3.5 掌握布林体命令使用方法。
2.3.2 能正确应用布林体建模方式完成相关模型建模。
2.3.6 掌握投影、映射、螺旋命令使用方法。
2.3.2 能正确应用投影、映射、螺旋命令完成相关模型建
模。
2.3.7 学习及分析教学应用建模案例 1，能熟练掌握此类
模型建模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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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2.3.8 学习及分析教学应用建模案例 2，能熟练掌握此类
模型建模思路。
2.3.9 学习及分析教学应用建模案例 3，能熟练掌握此类
模型建模思路。
2.3.10 能综合应用导轨成型方法完成首饰建模练习。
2.3.11 能综合应用放样成型方法完成首饰建模练习。
2.3.12 能综合应用导轨、放样命令完成相关类型首饰建
模练习。
2.3.13 能综合应用所以命令完成首饰建模练习。
2.4.1 掌握商业首饰建模尺寸标准，能准确进行首饰建
模。
2.4.2 能综合应用所学命令完成实物首饰模型建模训练 1
（戒指）。
2.4.3 能综合应用所学命令完成实物首饰模型建模训练 2
（吊坠）。
2.4 综 合 实 例 建 2.4.4 能综合应用所学命令完成实物首饰模型建模训练 3
模
（耳饰）。
2.4.5 能综合应用所学命令完成常见款首饰套件设计建
模 1。
2.4.6 能综合应用所学命令完成复杂款首饰套件设计建
模 2。
2.4.7 能综合应用所学命令完成复杂款首饰套件设计建
模 3。
3.1.1 学习及掌握 Rhino 的操作界面、功能，珠宝插件
matrix 和渲染软件 key-shot，能理解 Rhino 的建模原理。
3.1.2 学习及掌握 Rhino 的菜单命令、视图操作工具。
3.1 Rhino 软件基 3.1.3 能正确理解 Rhino 的菜单命令、视图操作工具的操
础功能
作方式并完成相关案例练习。
学习
3.1.4 学习及掌握 Rhino 的平面图线的创建工具，以常见
珠宝款式为例。
3.1.5 能正确使用平面图线的创建工具进行相关案例练
3.Rhino 软件
习。
学习
3.2.1 学习及掌握 Rhino 的曲线创建工具。
3.2.2 能正确使用曲线创建工具完成常见珠宝建模。
3.2 Rhino 软件成 3.2.3 学习及掌握 Rhino 的曲面创建工具。
型工具
3.2.4 能正确使用曲面创建工具完成常见珠宝建模。
学习
3.2.5 学习及掌握 Rhino 的渲染插件 key-shot。
3.2.6 能正确使用 Rhino 的渲染插件 key-shot 完成珠宝
模型渲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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