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用谷歌翻译（请理解，可能有错误） 

技术数据表 – 一般：紫色和 紫色钻石 

杰玛 – 姓名  (意大利语 - 迪亚曼特） 

(英语 - 钻石） 

 (法语 - 钻石） 

 (西班牙语 - 迪亚曼特） 

 (葡萄牙语 - 迪亚曼特） 

(泰语 - เพชร phechr） 

(德语 - 钻石） 

(阿拉伯语 - الماس almas） 

 (俄语 - Алмаз Almaz） 
(普通话 -钻石 zuànshí) 

(斯瓦西 里语 - 阿尔马西语） 

(印地语 - हीरा heera） 

相片  

颜色 

（GIA） 

GIA 分类： 

梅花/紫色是另一种在钻石中几乎无法获得的颜色。 获得

彩红色紫色等级的钻石是最令人向往和最有价值的类型

之一。彩紫色钻石使用以下术语进行分类：浅紫色、淡

紫色、彩紫色、浓彩紫色、艳彩紫色、深紫色。 

没有次要色调的纯紫色在自然界中几乎从未被发现，当

它出现时，它出现在小尺寸的钻石中。在自然界中发现

的紫色钻石通常与灰色和蓝色之间的次要色调相关联

（而紫色钻石则呈现红色或粉红色）。 

彩紫色钻石使用以下术语进行分类：彩紫、浓彩紫罗

兰、深紫外和深紫。 

通常紫色/紫色钻石具有次要色调，例如：粉红色，

灰色或 棕色. 

颜色的原因 紫色（英语中的紫色 - 倾向于蓝色 - 不要与紫色混淆 - 倾向于红色，或

具有相同浓度的红色和蓝色，而不是视觉光谱颜色的“官方”部分。这

两个术语通常被翻译成意大利语为紫色）是另一种不可能找到的自然

颜色。这些芽在白炽灯（旧灯泡）下的颜色比荧光灯（太阳）更强

烈。颜色（紫色）的原因：取代碳原子的 H3 和 N3 色心（见上文）足以改变它们的颜色。紫色钻石

和一些由紫色改性的粉红色钻石通常沿着碳原子位移的滑动平面显示出色度浓度。 随着氮的增加，

紫粉红色至粉紫色钻石的普遍减少（粉红色 - 紫色钻石的 B 聚集体浓度较高）。 这可能是由于 H3

和 N3 中心的吸收更大，从而减少了蓝光的透射。此外，在氮含量增加的 IaA 型< B 型钻石中，未修

饰的褐色钻石的比例更高。其他色调随着氮的增加而波动，但没有明显的趋势。同样，橙粉色钻石

基本上只在 A <B 聚集体的钻石中可见。 

颜色的原因（紫色）：这种色调的原因不是很清楚，但众所周知，这些宝石含有大量的氢气，取代

了钻石晶格中的碳。 阿盖尔矿是已知的唯一已知 IaB 型彩色钻石产地，从灰色到蓝色再到紫色，富

含氢气和氮气。 

异色宝石 

分类 矿物类别 

原生非金属、矿物 

物种 – 组（矿物） 

钻石 

品种 

无色钻石 

光学特性 比重： 

3.516–3.525 
常见： 3，52 

RI： 2，417 

旋光镜: SR 

双折射：偏振光的双折射通常存在于钻

石中 

光学特性 

各向同性 

多色性 

不 

光泽（光泽）–骨折的光泽 分散（火） 



 迪亚曼蒂纳 - 金刚烷 0.044 

光 荧光 

SWUV （254 nm）：惰性 

LWUV （365nm）:   

磷光 

红 

形式 水晶般清透的连衣裙 

 八面体、十二面体、立方体八面

体、球形或立方体 

熔点：4.027°C，在空气中燃

烧温度高于 700°C。 

非凡的光学效果 

/ 
  

结晶系统 

四方 

单对称 

水晶类 

化学式 碳（通常为 99.95%） 

  

C 

  

光谱仪图像 
  

 
非指示性 

骨折 

  

分裂 

Distinta – 八面体 

（4个方向） 

分手-分手 

. 稀有宝石 

骨折 

复杂、不规则 

耐久性 硬度（莫氏硬度） - 绝对

值 

10; 1600年代 
（随着方向硬度的变化） 

韧性 

体面不错 

稳定性（热、光、化学品） 

非常好 

清晰度 - 特

性 

典型内含物： 由于紫色和紫色钻石非常稀

有和珍贵，因此颜色鲜艳的宝石可能具有肉

眼可见的内含物，但仍然非常昂贵。较浅的

紫色/紫色钻石应为肉眼可见或没有内含

物。 一般来说，紫色和紫色钻石的内含物含

量有限，而一般钻石的内含物范围更广。最

常见的特征是由于内部侵蚀（包括蚀刻通

道），管子，针状空腔和凹陷引起的夹杂物。切口通道沿着分裂方向发生，在某些情况下非常深。

在某些样品中，有时还可以看到类似于冰柱的长管，具有辐射针状边缘的簇状腔和小尖角。 最后，

可能会出现一些 浅空腔，类似于具有辐射针缘的凹槽，这些凹槽可能是切口的特征或在切割过程中

去除的夹杂物残留物。色域通常表现为比周围区域饱和度更高（深灰色或更蓝或紫色）的薄区域。

区域通常具有直线或略微波浪状的平面边界。偶尔观察到矩形平面褐色区域或扇区。某些样本显示

通常与色域关联的曲面颗粒线。明显的内部生长结构通常不存在，尽管有时在透射光中观察到一些

生长结构的浊度。 

类型： 

那 

透明度（商业） - 透明 

透明 

矿床类型的

岩石 

紫色钻石偶尔出现在所有西伯利亚矿床中，但最常从和平号矿床的金伯利岩烟囱中发现，其中包括

达赫纳亚矿、国际纳亚矿/国际矿和斯普特尼克矿。 

地质年龄: 10亿年以上 

原石的特征 紫色钻石（西伯利亚，IIb 型，含有硼和超深产地）从不显示规则的八面体形状，而紫色钻石有时甚

至以真乙醛形式（澳大利亚，IaB 型）被发现。 

主要存款 主要矿床（紫色）：阿盖尔 – 澳大利亚 



主要矿床（紫色）：俄罗斯（雅库特和阿尔汉格尔斯克（西伯利亚）。在俄罗斯西北部的罗蒙诺索

夫油田，只有 0.04%的产量由图案钻石（紫色，粉红色，紫色，绿色，黄色和棕色）组成。西伯利

亚和平号仓库的一些包装含有 1%至 6%的粉红色至紫色钻石，尽管没有关于总产量的数据）。澳大

利亚。巴西、加拿大。 

发现年份 不确定：俄罗斯和澳大利亚的钻石是新发现的。即使在古代也有可能有紫色或紫色的石头，但没有

消息。只有在过去的 2-30 年里，这些芽才获得了一些普及。 

历史 薰衣草，葡萄，矢车菊紫色的色调是钻石色谱中最美丽的颜色之一。紫色钻石在收藏家、设计师和

珠宝爱好者中是极其罕见的颜色。除了红色钻石，紫色钻石可能是最稀有的颜色。 

紫色和紫色钻石有最近的历史。只有在最后 20-30 颗钻石中称为梦幻钻石（颜色鲜艳到足以将它们

置于 GIA D_Z 等级之外） 

在 1993 年至 2008 年的阿盖尔招标期间，共提供了 20 颗紫色钻石，从 0.39 克拉到 2.34 克拉不

等。紫色钻石很少见，32 年来，阿盖尔在标志性的拍卖会上只生产了 12 克拉的刻面紫色钻石。该

矿有史以来最大的紫色钻石是一颗 2.83 克拉的蓝灰色紫色钻石，绰号阿盖尔紫罗兰色，是世界上最

稀有的紫色钻石。 

根据美国宝石研究院的数据，在 GIA 展出的 15，000 颗蓝色、灰色和灰紫色钻石中，有 0.1% 是紫

色钻石。. 

名称: 钻石这个名字来自古希腊语 ἀδάμας（adámas），“不可改变”，“坚不可摧”，“不屈不挠”，

来自 ἀ-（a-），“a-”+ δαμdam（damáō），“我不知所措”，或我“驯服”。 

在印度及周边地区：词源：Go = Mouth，Ra = Light，Vaira = Portal of Light。在梵文中，它也具

有钻石锤子或权杖的含义。 

金刚一词表示两个不同的东西：“钻石”或“闪电”。它也指因陀罗神使用的一种战斗武器。在藏传佛

教中，同样的物体石头武器被称为多杰. 

紫色有一个有趣的词源：来自 Ĭov（离子），紫色。林奈五角龙属植物属，同名科的类型，即中提

琴科，其主要物种是林奈的中提琴， Theophrastus 的 I'lon melan，Dioscorides 的 e lon 

porphyrún（紫紫色），一种着名的植物，在医学上享有很高的声誉：然而，现在，它几乎被遗弃

了。一般来说，该属的植物具有释放特性，其根部具有催吐性;取决于一种新的可饮用物质的催吐质

量，称为 Violina。 

紫色：来自拉丁语 purpŭra/purpureus，这来自 gr. πορ φ ύρα （porphýra）. 紫色的颜色，鲜红

色趋向于紫色，并且在一般意义上，任何种类的强烈红色。在排版中，文本用金和银写在羊皮纸上

的抄本，通过混合等量胭脂红和蓝色（使用紫色着色是豪华手稿的书写材料，在 .C 4 世纪到 6世纪

传播，无论是在希腊语的领土上还是在拉丁语中， 并在加洛林时代恢复，在某些情况下也在文艺复

兴时期恢复 

其他商品名称： / 

品种: / 

特性属性 紫色 

紫色钻石与灵性、启蒙和骄傲有关。它们是哲学家，艺术家，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的理想选择。紫

色也长期以来一直与贵族，财富和权力联系在一起。 

紫 

紫色钻石也非常罕见，主要有两种变体：紫色和纯紫色。紫色钻石与灵性、启蒙和骄傲以及财富和

贵族有关。它们是艺术家或心理学家的不错选择。 

有一些与颜色相关的一般线条，紫色和紫色钻石由于其稀有性而在历史上很少存在。 

行星： 北美 

月份： NA 星座： NA 



脉轮： NA 

治疗 辐照是一种安全的过程，其中钻石通常被中子或电子轰击，从而改变其晶格。这种改变创造了新的

颜色中心，改变了宝石的原始颜色。辐照钻石通常经过退火或加热，以达到所需的颜色。这种退火

过程纠正了由于辐照引起的一些变化，在此过程中产生了新的染料。这个过程通常使用黄色钻石来

创造粉红色，紫色，紫色，红色和绿色。 

生长后处理过程对较小、低饱和度的黄色结石更为成功。生长颜色（强烈而鲜艳的颜色）的饱和度

越高，饱和度越高，术后颜色的色调就越暗。例如，深黄色可以产生鲜艳的粉红色或深粉红色钻石

或紫色图案。 经过处理的颜色在日常使用中是永久和稳定的。 

合成对应物 单晶合成钻石有 2种类型：CVD金刚石（化学气相沉积）和 HPHT金刚石（高压和高温）。 

大多数 CVD 生长钻石和宝石级钻石都是无色的、几乎无色的或褐色的，具有不同程度的饱和度。其

他颜色可以通过在生长过程中引入其他颜色中心或缺陷或生长后处理来产生。粉红色 CVD 合成钻石

于 2007 年首次报道，并于 2010 年左右出现在宝石市场上。它们占备受追捧的彩色 CVD 合成钻石

的很大一部分。它们的色调包括各种颜色描述，例如粉红色，棕粉红色，粉红色，紫色粉红色和橙

色粉红色。在这些粉红色 CVD 合成钻石中，只有少数样品主要由约 520 nm 处的宽吸收带着色，而

大多数样品在生长后处理后由氮气 （NV） 度假中心着色。 

两种颜色（纯色或次级颜色）都可以使用上述方法创建，但是紫色人造钻石通常使用 HPHT 系统“生

长”，它们是 IIa 型，并且具有具有空置原子空间（SiV-）的硅原子，而紫色则可以使用两种系统创

建：两者都使用 CVD（Ib 型， 辐照，然后加热）和 HPHT（Ib 型，辐照，然后用低氮含量加热）。 

可能与 鉴于它们的稀有性，紫色和紫色都可以被认为是市场上的异常现象，而不是规则。它们的颜色也可

以用更常见的宝石来表示，如紫水晶或蓝宝石（紫色或紫色）。通常，这些物种之间的区别没有问

题。其他仿制品包括： 

坦桑石（硬度和多向色性迅速将宝石与强烈的颜色分开，对于那些色调较浅的宝石，折射率和其他

一些验证测试导致相同的目的），合成莫桑石（可分离通过：加倍，分散，内含物），无色锆石

（可分离通过：双重补偿），立方锆/ CZ （可分离通过：光学特性，光谱，分裂），钛酸锶（可分

离通过：分散，S.G.，夹杂物），Y.A.G.（可分离通过：S.G.，分散体），G.G.G.（可分离通过：

S.G.，光泽），合成金红石（可分离通过：光学特征，分散，分裂），蓝宝石/彩色天然/合成尖晶

石 （可分离通过：光学特征，光泽，分散），双层/三重（可分离通过：内含物，光泽）。 

指示性宝石学测

试 

鉴于市场上这些颜色的标本很少，它们与合成宝石的分离应留给可靠的专业实验室。为了将这些钻

石与仿品区分开来，通常测试仪和简单的标准宝石学检查可以帮助确定差异。 

价值 

（2021） 

最高: 1，000，000+ 

$/克拉 

10 克拉+ 

平均： 100，000+ $/克拉 

1-2 克拉 

最低价： 10，000+ $/ct 

克拉以下 

  每克拉的价格取决于颜色的强度（饱和度）和纯度。具有纯绿色色调的钻石通常更受赞赏，每种次

要颜色色调都可以大大降低每克拉的价格（甚至十分之一或更少）。有些色调比其他色调更受追捧

（例如，蓝色与黄色或灰色相比）。 

典型切工 与通常切磨成圆形的无色钻石不同，明亮和紫色的钻石最常出现在有图案的切工中，如椭圆形、枕

形、辐射型切工、泪滴形和祖母绿切工。这是因为圆形明亮切工往往会稀释彩钻的颜色。宝石大师

会尽其所能改善颜色，有时使腰带更厚或比例更深。这是因为颜色对钻石的价值如此重要，以至于

它压倒了所有其他因素。 

著名宝石 著名宝石和创纪录的价格：阿盖尔海洋先知，1.12克拉，阿盖尔紫罗兰（紫灰色），2.83 克拉。 

著名的宝石和创纪录的价格： 皇家紫心勋章（俄罗斯），7.34 克拉和心形。另一颗著名的 8 克拉紫

色宝石镶嵌在价值 400 万美元的戒指中，于 2003 年由著名篮球运动员科比·布莱恩特送给他的妻

子。 



记录宝石 其中一颗较大的紫色钻石是皇家紫心钻石。它重 7.34 克拉，是现存最大的鲜艳紫色钻石。它被认为

是原产于俄罗斯的。第二颗著名的紫色钻石更是一个谜。这颗钻石被称为至尊紫钻心形钻石，它只

知道它是一种完美的圆形切工，其大小在两到五克拉之间。据说，当观众从不同角度观察宝石时，

可以看到这种宝石中的各种深浅不一的紫色，这是这种特殊钻石如此受欢迎的原因之一，尽管它的

尺寸很小。 

阿盖尔紫罗兰是一颗 2.83 克拉的深灰色蓝紫色钻石，净度为 SI1，是澳大利亚有史以来发现的最大

的紫色钻石。（摘自 2016 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