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章 珍珠的漂白工艺

一、珍珠漂白的基本原理

(1)珍珠是马氏珠母贝生命活动的分泌物，是由许多文石结晶薄片与有机质

薄片重叠黏结而成。由于育珠母贝特征性状不同，养殖海区水质条件、养殖插核

技术等的影响，通常珍珠只有极少数呈银白色，绝大部分呈现各种不良颜色，而

且不均匀地分布在珍珠层内。如污珠多呈褐黑色，棱柱质珠呈土黄色，含有深黄

色素物质的南珠呈现金黄色，更为大量的珍珠呈现水黄色。珍珠呈色不均匀性及

个体差异性特别大。珍珠内含有不良色素物质的种类、数量和分布特点等也不尽

相同，从解剖珍珠观察知道，呈褐黑色的有机质主要分布在珠核与珍珠层之间，

引起其他不良色素物质多分布在珍珠层内。

(2)珍珠漂白的目的，主要是去除珍珠内的不良颜色物质或通过化学、物理

方法使其改色变白。通常使有色物质脱色变白有以下几种方法：①溶解脱色；②

光致脱色；③热分解脱色；④化学漂白脱色等。为了能达到漂白的良好效果，在

珍珠漂白过程中几乎把上述四种方法都采用了。钻孔后珍珠浸泡在漂白溶液内，

在一定的温度、光照的条件下进行漂白。根据珍珠层结构的特点，珍珠纵向结构

致密，横向结构疏松，所以钻了孔的珍珠漂白液易于从孔口横向进入珍珠层内存

在色素物质的地方。在助剂的帮助下，漂液充分湿润色素物质，部分色素物质溶

解于漂液，在抽洗更换漂液时被漂液带出而被清除掉，使珍珠得到部分脱色；某

些不稳定的色素物质在光照条件下会产生光异构或光化学作用，使珍珠部分脱

色；存在于珍珠层内某些色素物质可能比较稳定顽固，它们在一般的条件下不易

与漂液进行化学作用，而必须在某一外界条件下，如色素物质吸收了一定能量并

转化为色素物质分子的内能，色素物质分子得以活化从而参与漂液的化学反应

（氧化或还原），达到变性改色使珍珠变白。珍珠漂白过程以化学漂白为主，光

照、热分解和溶解脱色均为辅助方法。



(3)珍珠漂白要求用尽快的时间去除珍珠层内不良色素物质或使其改色变

白。在漂白过程中，珍珠结构不可受破坏，珍珠表面不得受腐蚀，更不能损伤南

珠的光泽，甚至要想方设法去提高珍珠的光泽。根据化学反应的原理，提高漂液

的浓度、温度，可以加快化学反应速度和缩短漂白时间。但是漂液浓度过高，温

度超过一定范围，化学反应过激，会产生过大的内应力，使珍珠层破裂或使南珠

表面受腐蚀，出现“长麻”现象，甚至脱层现象。漂液的 pH 和光照条件均对珍

珠漂白影响很大，所以选好了漂白配方以后还要掌握好其他使用条件，才能发挥

好漂白作用。

(4)存在于珍珠层内有色物质种类很多，既有有机物也有无机物等，只使用

单一漂白配方是难于彻底去除有色物质，使珍珠达到理想的白度。每一个漂白配

方都不是万能的，要用多配方接力的方法，发挥多配方的优势，在保证不损坏珍

珠结构和光泽的前提下，尽可能使用多配方接力的方法提高珍珠的白度。

(5)珍珠漂白过程中有溶解脱色和化学反应改色变白两种效应。溶解脱色越

彻底，珍珠白度越好，加工好的珍珠返黄现象越轻微。但是过量溶解脱色会导致

南珠结构疏松变脆，或破坏珍珠光泽。漂白污珠时，要特别注意这种情况。通过

化学反应改色变白，化学反应越完全，反应生成物越白，越稳定，珍珠的白度就

越好，久置返黄现象就越轻微，珍珠加工质量就越好。

二、影响珍珠漂白的因素

珍珠漂白效果的好坏主要取决于漂白液配方的合理组成。运用恰当，漂白效

果好；否则会破坏珍珠层，损坏珍珠。然而，漂白液配方无论是在国外还是在国

内都是高度保密的，公开发表的基本上仅给你一个思路而已，在实际中使用效果

不佳。为了能找到一个理想的南珠漂白配方，需要进行大量的试验工作。

影响珍珠漂白效果的因素很多，主要有漂白剂双氧水的浓度、漂白温度、酸

碱度、表面活性剂、稳定剂、光照、更换漂液的时间和次数等。为了确定漂白配



方中各组成的合理用量，采用单因素变化法对影响珍珠漂白的各因素进行了选择

性的试验，马红艳、张小丽也做了类似的试验，试验结果如下：

（一）过氧化氢的浓度

在工业上，漂白象牙、珊瑚、羊毛、丝和羽毛等，双氧水是常用的一种漂白

剂，用双氧水漂白珍珠则是 1922—1924 年日本受意大利珊瑚漂白的启发才开始

的。

双氧水的分子式为 H202，分子量为 34.02，有效含氧量 47.03%，它的分解很

复杂。过氧化氢是一种弱酸，条件不同，既可以表现氧化性，也可以表现出还原

性，珍珠的漂白究竟是由于氧化反应还是还原反应？还无法得出确切的结论。有

人认为不限于狭义的氧化反应，而以整个广义的化学反应来看，马红艳认为南珠

漂白反应主要利用的是过氧化氢分解产生新生氧（原子态氧）的氧化作用。

双氧水的分解化学式为，

双氧水中含游离态的氧原子，具强大的氧化性，可漂白物质。双氧水的浓度

越高，式中的反应向右进行，就意味着珍珠的漂白在迅速地进行，漂白在短时间

内结束。然而当浓度超过所需漂白的用量，会导致珍珠受损。所以要调节好双氧

水的浓度，既能达到一定的白度和反应速率，又要使其对珠质的损伤限制在最低

限度。

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条件下，试验了过氧化氢浓度从 2%～5%时，珍珠的漂白速

度及珍珠的白度变化。实验证明，双氧水的浓度愈高，珍珠的漂白速度也愈快；

但是，白度与双氧水浓度的关系不是成正比的，一般双氧水的浓度为 3%左右，珍

珠已能达到理想的白度，浓度再高，白度增加不多，随着漂白时间的延长，珍珠

被腐蚀的现象有所增加。当然，浓度的高低亦不是绝对的，还应根据其他因素如



溶剂、助剂的具体情况而定，一般为 3.0%～3.5%。

（二）漂白温度

孔蓓(1993)曾对珍珠做过加热试验，表明在加热至 80℃以后，珍珠光泽、透

明度明显降低，同时会产生裂纹。珍珠的差热分析结果表明，珍珠吸附水的脱水

温度范围在 50～100℃之间，故在不损坏珍珠的前提下，珍珠漂白温度应低于

50℃。

在珍珠漂白过程中，当双氧水浓度保持一定时，随着温度的升高，双氧水的

分解速度、漂白作用会增强，漂白所需的时间相应缩短。然而为了增强漂白作用

而提高反应温度，又会对珍珠有一定的损坏。当过氧化氢浓度为 3%左右时，温度

不应超过 40℃。实验证明，一般情况下 20～25℃之间比较适宜，30℃左右会有

不同程度损坏南珠的情况发生。在漂白液配方适宜的情况下，如有过氧化氢活化

剂存在，采用低温漂白(＜20℃)既能达到理想的漂白效果，即将珍珠漂透，又能

使珍珠的受损率降到最低。因此，低温漂白工艺被普遍采用。

（三）漂白液的酸碱度

化学分析表明，珍珠主要成分是碳酸钙。因此，珍珠遇酸、遇碱都会发生化

学反应，损坏珍珠。

CaC03+2H
+=Ca2+H20+C02↑

CaC03+OH
-=Ca(OH)2 +HC03

-

而将珍珠长时间置于强碱溶液中，珍珠有机质中的壳角蛋白也会发生变质，

破坏珍珠结构使其失去光泽。因此，漂白液 pH 的选择，在珍珠漂白过程中是十

分重要的。

作为漂白剂使用的双氧水是微酸性物质，当用蒸馏水将其稀释成浓度为 3%

左右时，一般其 pH=4～5，如果直接用稀释过的双氧水来漂白珍珠，不免会损伤

南珠。因此，在制备漂白液时一定要预先将它中和。



在漂白过程中，溶液的 pH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要注意调配使其稳定。另外，

不同 pH 调节剂的效果还是有差别的。通常采用的调节剂有氨水、碳酸氢钠、硅

酸钠及三乙醇胺。实验证明，漂白液用硅酸钠或三乙醇胺调节时，pH比较稳定。

而当漂白液中有胺存在下，漂白液的 pH在 8～9 时，效果较好。

（四）漂白液的渗透性能

如前所述，珍珠需要漂去的是珍珠层中的致色物质及污物。由于珍珠结构比

较致密，漂白剂(H2O2)的渗透力较差，很难渗透到珍珠内层与着色物质作用，为

了便于漂白剂的渗透，一方面漂白前要将珍珠打孔，另一方面还要在漂白剂中加

入渗透能力较强的有机试剂，其中一部分作为溶剂，另一部分作为表面活性剂。

(1)溶剂 配制珍珠漂白液的溶剂有水和有机溶剂，其中水必须为蒸馏水或

无离子纯水，因为无论哪种天然水都含有一定的杂质，杂质的存在不仅会影响珍

珠的质量，亦会增加漂液时各种化学药品的消耗量。常用的有机溶剂有醚类（乙

醚、二乙醚）、醇类（甲醇、乙醇）、酮类（丙酮）和四氢呋喃等。许多有机溶剂

对各种天然及合成物质、油脂、胶等有良好的溶解能力，在珍珠漂白中可以很好

地去除珍珠中的油污、杂质等，可以一种或几种同时使用。

资料介绍，若把所需的水部分换成有机溶剂，则可大大提高漂白液的渗透能

力，即可理解为有机溶剂较多的漂白液的渗透能力强，漂白速度效果好。然而，

实验结果表明：其他条件相同、水相为主时漂白效果最好，受损率低；而以有机

相为主时，效果差，珍珠易遭受腐蚀。由于有机溶剂挥发性较强，多为易燃、有

刺激气味，有的有毒，部分还会被双氧水氧化而生成有害于珍珠的产物，如醇类

易被双氧水氧化成酸而腐蚀南珠，同时试剂成本较高，并需要有较好的通风设备。

综合考虑溶剂对人体、环境和珍珠本身的操作安全性，溶剂主要采用蒸馏水、有

机溶剂为助剂，优点是成本低廉，易于操作。

(2)表面活性剂 表面活性剂具有良好的润湿、渗透、乳化、分散、增溶和



洗涤作用，能提高漂白效果，因而在珍珠漂白过程中被采用。

一般在漂白过程中，所产生的气体容易汇集成小气泡附着在珍珠的表面，影

响漂白效果，同时也成为珍珠表面产生裂纹的原因。为了驱散附着在珍珠表面的

气泡，经常需要搅拌。加了表面活性剂后，珍珠表面大量聚集的气泡会变成微小

气泡扩散开来，使珍珠表面经常接触到“新鲜”的双氧水，从而提高漂白效果。

表面活性剂以有机化合物为主，分离子型和非离子型两大类。实践证明，在

珍珠漂白过程中，非离子型表面活性剂的使用效果最好，如司盘类和吐温类，其

用量虽少(0.1%～0.2%)，却发挥着渗透和洗涤等特殊功效。

（五）稳定剂

珍珠的去污漂白是在光照下，利用 H202、溶剂和助剂协同进行的。通常认为

起漂白作用的主要成分，是漂白剂 H202的活化分解产物——氢过氧负离子 H02
-。

但活性过氧基 H02

-极不稳定，易继续分解，并且工艺条件中碱、杂质、光、热等

能加速此反应，使 H202的利用率很低。采用稳定剂可以抑制 H02

-的无效分解，提

高 H202的利用率，珍珠的表面质量也有所提高。

珍珠的主要成分是 CaC03，为防止 CaC03溶蚀，漂白反应一般控制在弱碱性条

件下进行。H202是一种弱酸，在碱作用下会迅速活化离解：

H202+OH
-→H02

-+H20

其产物 H02

-是漂白南珠的主要成分，能氧化去除污珠内的色素物质。但 H02

-极不

稳定，易继续分解产生 02。因此，在珍珠漂白过程中，H02

-的分解反应和氧化色

素反应互相竞争。

漂白用水含有痕量重金属离子（如 Fe3+、Cu2+、Mn2+、Zn2+等），它们也将不同

程度地催化 H202产生无效分解。另外，光和热等亦能加速 H02

-分解。经过试验，

选择 ZP—S作珍珠漂白稳定剂，以抑制 H202无效分解。

ZP—S稳定剂的作用机理：



由于大分子链上含有许多羟基和羧基，使 ZP—S极易溶于水。并且因羟基和

羧基上氧的孤对电子作用，使稳定剂在溶液内易发生分子间螯合和分子内螯合。

螯合效应使溶液中 Mg2+除与—COO-形成离子键外，部分 Mg2+还可形成配位键，从而

在大分子链间能产生较稳定的螯合环。镁螯合环的络合稳定常数小于重金属离

子，所以螯合环上的 Mg2+可以被重金属离子所取代，络合作用使重金属离子丧失

催化 H202的能力。另一方面，由于 Mg2+的缺电子性，使整个大分子链形成一个电

子接收胶团，而 HO2

-的电子云密度极高，很易被吸附在络合胶体上。静电吸附作

用使活性中间体 HO2
-处于受控状，但并未改变 HO2

-的氧化特性，H02
-遇到具有还原

性的色素物质仍能发生反应，于是漂液中原来的竞争机制发生变化，HO2

-的分解

反应得到抑制。

另外，ZP—S 的大分子网状结构能吸附漂白液中的杂质（包括色素物质），使

珠面不受异物沉积，所以珍珠具有更好的光泽。

（六）其他因素

影响珍珠漂白效果的其他因素还有光照、更换漂白液的时间、次数及搅拌情

况等。

光线能促使双氧水分解，各种荧光灯、紫外线灯光均可促进过氧化氢对珍珠

的漂白。在漂白过程中，通常采用普通白色荧光灯加以照射，以促使双氧水分解、

调节漂白温度和缩短漂白时间，从而提高漂白效果。

双氧水的浓度随着漂白时间的延长而逐渐降低，漂白能力逐渐下降，如果珍

珠浸泡在浓度非常低的漂白液中，不但漂白效果不佳，亦延长漂白周期。因此，



恰当地更换漂白液，使漂白过程保持高效状态，有利于缩短漂白周期。一般刚开

始 3～4 天内可按每 12h 更换 1 次漂液，以后可按每 24～28h 换一次新漂液。每

天进行 1 次挑珠，要及时把漂好的珍珠挑出。挑珠要固定专人负责，而挑珠的地

方光线要好并稳定。

在漂白过程中经常搅拌，不仅可以使漂白液湿润、浸透南珠，而且可以使附

在珍珠表面上的污垢和气泡易于脱落，此时由于乳化分散作用，已被乳化分散的

污垢和气泡就不再附于珍珠表面，从而加速漂白清洗过程，提高漂白效果。

总之，珍珠漂白是一个很复杂的化学过程，各种因素的变化都将对珍珠漂白

效果产生影响，但是它们的作用并不是孤立的，只有各种条件搭配合理，才能获

得理想的漂白效果，各种试剂的最佳组合和适宜条件的控制是提高珍珠漂白质量

的关键。

珍珠经过漂白后，为使珍珠的色泽持久，还要进行去液处理，即清洗珍珠，

除去残留在珍珠内的漂白液，以免引起珠面发麻、泛白点及慢慢变黄的现象。方

法有：①蒸馏水浸泡；②真空抽洗；③超声波清洗等。

值得一提的是，现有的以 H202为主要氧化剂的南珠漂白工艺很难完全去除珍

珠中的黄色色调，张刚生认为这是由于类胡萝卜素引起的，推测珍珠层中至少有

部分类胡萝卜素位于文石（珍珠质）晶体内，因而很难用氧化剂使珍珠层中的类

胡萝卜素完全降解。对这类黄色珍珠的漂白问题一直是个世界性的难题，研究并

开发更有效的珍珠漂白技术将是一个艰巨的课题。

三、珍珠漂白的后处理

为了进一步改善海水珍珠色泽，经去污漂白的海水珍珠一般还应该后处理，

即增白、染色、抛光，可灵活选用，其中抛光最重要。

（一）增白

海水珍珠个体差异大，经漂白后，虽大部分海水珍珠已晶莹洁白，但由于有



些海水珍珠含有一些化学性质稳定的色素（指在一般条件下双氧水不起作用的物

质），漂白后总是不同程度显黄，为了去掉残存的黄色，可对这部分海水珍珠进

行增白处理。

增白通常采用荧光增白剂，采用光学互补原理来达到增加光下海水珍珠白度

的目的。荧光增白剂也叫光学漂白剂，它能吸收肉眼看不见的紫外线光，转变为

400～500mm 的紫蓝光，正好与黄色为互补色，变为白光，从而增加海水珍珠的白

度和亮度。荧光增白剂的增白效果只是光学上增亮补色，并不能代替化学漂白。

如底色深暗的海水珍珠，若不经漂白，单用荧光增白剂，不能获得满意的效果。

只有经漂白或底色为白色的海水珍珠，采用荧光增白才能取得满意的效果。

据潘炳炎介绍，适合于珍珠的荧光增白剂有增白剂 SBRN、增白剂 AT、增白

剂 DT、增白剂 KOM 等，溶解增白剂的溶剂必须具备以下条件：

(1)能溶解较多的增白剂而不影响增白剂的荧光度，增白剂在溶剂内溶解后

需有鲜艳的蓝色荧光。

(2)有较高的渗透性能，具有能把已溶解的增白剂渗透和扩散到珍珠层内部，

使增白剂通过珍珠层反射出鲜艳的光泽。

(3)海水珍珠经过溶剂反复浸泡，烘干后通过日晒试验，海水珍珠基本上与

未晒前相似，而且不泛黄。

增白剂要化学性质稳定，不堆积在海水珍珠表面，而影响光泽。

（二）染色

海水珍珠染色，又称调色、着色、衬色。不管名称如何，都离不开着色剂，

只不过是温度、时间、浓度的不同而已。在海水珍珠优化处理时为了使色彩均一，

一般都要经过染色。海水珍珠经过适当的染色后，无论在彩虹、白度、光亮度等

方面都有显著的提高，所以海水珍珠染色在海水珍珠优化处理中占有重要的地

位。海水珍珠染色可以通过染料染色，或者蛋白质变性改色、放射性同位素改色，



甚至是激光染色，一般还是染料染色的居多。

海水珍珠的染色方法根据所用的染料、溶剂的不同可分为水染、油染、酒精

染三种。不管哪种方法都有长处和短处，但共同的一点，就是把染料用溶剂渗透

到珠核和珍珠层之间。

由于海水珍珠的特殊的化学性质，所以进行染色处理时，溶液的 pH 只能在

7～8之间，温度 50℃以下。海水珍珠的染色剂必须满足以下条件：

(1)颜色鲜艳、漂亮，最好带有蓝紫荧光的红色、蓝色染料；

(2)日晒牢度高，暴露在空气中，经长期日晒，不易褪色、变色；

(3)染色在室温下（不超过 50℃）进行，酸碱度为中性或微碱性。

（三）抛光

抛光是海水珍珠优化工艺中的最后一道工序，它反应加工水平的高低，其结

果直接影响海水珍珠的光洁度与光泽。抛光速度与抛光料配比的选择是决定抛光

质量的关键。

抛光设备（滚筒型、振动式、磨盘式）与抛光材料的不断改进，提高了海水

珍珠的抛光水平。最初的海水珍珠抛光是将海水珍珠放入浸过松节油的软皮子上

打磨，再用硅藻研磨，最后用橄榄油和熟皮打光。后来多采用小竹叶青三角片、

小木块、小核桃壳、熟羊皮小块、石蜡和海水珍珠混在抛光机里一起抛光。

目前最先进的抛光技术所采用的抛光材料来自于日本的一种农作物内芯，有

人说是一种玉米棒芯，经特殊加工制作而成。可以在较短时间内不损伤、不污染

海水珍珠，又能尽现海水珍珠的光泽。

海水珍珠是一种有机宝石，海水珍珠的抛光的原理有别于其他类宝石的抛光

原理。其他类宝石如钻石、红宝石、蓝宝石、玉石的抛光过程是一种磨削的过程，

是一个机械作用（磨细）、化学作用（形成表面塑性层或溶化层及分子层重新流

布）和物理化学作用（抛光剂、水和宝石表层物质之间的物化反应）的综合作用



过程。而海水珍珠抛光是一种添补的过程，即将光亮物质（如蜡质）添加到海水

珍珠表面微小孔隙中的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