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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表 - 一般： Alessa ndrite  

杰玛 - 名字  （意大利语 -亚历山大变

石）  

（英文 -亚历山大变石） 

 （法语-亚历山大变石） 

 （西班牙语 -亚历山大） 

 （葡萄牙语-亚历山大变石）  

（德语-亚历山大）  

（阿拉伯语 - 回复 酸橙） 

 （俄语 - Александрит 亚历

山大）  

(普通话-亚历山大变 石Yàlìshānd

à 边 shí )  

（斯瓦希里语- - 亚历山大变

石）  

照片  

 

颜色 (GIA) 绿色/蓝色 或淡黄色 在日光下，在白炽灯下呈紫红色至

棕色。 

颜色的原因 这种影响是由于用铬替代了铝的一小部分。 铬离子Cr 3+以八面体配位形式存在。 

分类 矿物类 

氧化物 

物种-组 

金绿宝石 - / 

种类 

亚历山大变石 

光学特性 比重： 

3.69 至 3.81 
普通3.75 

RI： 1,746 至 1,755 

偏光镜：（SR） 

双折射： 0.008 至 0.010 

特点 光学的 

双轴、正反 
多色性 

Tricroica（绿色、红色

和黄色/橙色） 

Lustre（光泽）——断口的光泽 

玻璃体——玻璃体 
分散（火） 

0.014 

光 荧光 
SWUV：淡红色（铬） 

LWUV：较弱的红色（铬） 

磷光 

不 

形式 水晶连衣裙 
 短板状或棱柱状晶体，有明显条

纹 

非凡的光学效果 
坎干扎 

稀有：态度 

晶系 
斜方 - 双锥体 

水晶类 

化学式 铝酸铍 

 

铍铝2 O 4 

光谱仪图像 

 
约 580 nm 的宽吸收带 

断裂 

 

剥落 
比尔（1 目录）， 

不完美（1个目录） 

Breaking - 离别  
频繁：沿着孪晶的平面 

断裂 
圆锥形 

耐用性 硬度（莫氏） -绝对 

8.5； 300 
韧性 
平均 

稳定性（热、光、化学品） 
高的 

清晰度 - 特征 典型夹杂物：微小颗粒

有时会聚集在一起形成指

纹 状 夹 杂 物 和 薄 云 或 薄

纱。萤石晶体和云母晶体

和薄片（可能是金云母或

黑云母）。 其他宝石学家

也报道了巴西亚历山大变

石中的方解石、黄铜矿、

磷灰石、钠长石、金红石、愈合裂缝、空心管以及双相和多相流体包裹体。  

Ⅱ型 
通常包括 

透明度（商业）- 透明度 
透明到半透明 

沉积物——岩石

类型 

富含水、二氧化硅和稀有元素的熔融岩浆在结晶的最后阶段被排出，在裂缝和缝隙中凝固形成伟

晶岩。 



如果伟晶岩的岩浆也富含铍，绿柱石和金绿宝石的晶体可以凝固，但要形成翠绿宝石，还必须存

在铬。由于铍和铬是岩石中极为稀有的元素，因此这是导致这种宝石诞生的唯一过程。 

形成年龄：超过2.5亿年 

原石的特点 大多数最好的循环孪晶紫翠玉矿物标本来自巴西。 

主要存款国家

（自） 

最大和最重要的生产国是印度（恰蒂斯加尔邦）。原来的俄罗斯矿山（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现

在几乎完全售罄。亚历山大变石目前在巴西（Minas Gerail 、Goiás、Bahia） 、缅甸/缅甸（ Pyin

-Oo-Lwin区） 、马达加斯加（ Ihorombe ） 、捷克共和国（ Iberec ） 、澳大利亚（西澳大利

亚） 、莫桑比克（ Tunduru地区，毗邻坦桑尼亚） 、斯里兰卡（萨巴拉加穆瓦和西部/西部省

份） 、坦桑尼亚（阿鲁沙、曼雅拉、鲁伍马） 、赞比亚（卡富布）、津巴布韦（马斯温戈）和

美国（新墨西哥州）。 

发现年份 1833：它于 1833 年在一个祖母绿矿（ Izumrudnye Kopi ）在乌拉尔山脉，靠近Tokovaya河，由

芬兰矿物学家 Nils Gustaf Nordenskjöld最初称其为透辉石。 然而，一些说法表明，这块石头早在 

1700 年代后期就已为人所知。 

历史 发现九年后的 1842 年， Nordenskjöld发表了关于这种宝石的第一份科学报告，同时宣布发现了

一种最好的绿色柘榴石，他称之为翠榴石。 

名称：金绿宝石这个名字来源于希腊语chrysos和berullos ，意思是“黄金”和“宝石水晶”。 

1834 年由 LA Perovskij伯爵给它命名的，他在 16 岁生日时将这颗宝石献给了未来的俄罗斯沙皇

亚历山大二世。 

属性属性 今天亚历山大变石被定义为“白天是翡翠，晚上是红宝石”。 

亚历山大变石平衡神经系统和腺体系统，缓解颈部肌肉的炎症和紧张。有助于缓解白血病症状。

它支持和加强松果体和脑垂体、脾脏、胰腺、男性生殖器官和神经组织。据说它还可以帮助您更

轻松地吸收蛋白质。它具有强大的解毒作用，可刺激肝脏发挥其最佳功能。这种石头有助于治愈

神经系统、生殖器官和再生神经组织。亚历山大变石激发想象力、创造力并鼓励倾听感受。帮助

实现情感成熟并在日常生活中找到快乐。它增强意志力，有助于准确评估情绪并做出适当反应。

宝石可以集中精神，增加自尊，让那些封闭的心灵体验爱和快乐。在塔罗牌中，亚历山大变石与

恋人有关，这是一张与选择有关的牌。 Avesty占星学校将紫翠玉视为灵性的石头，石头的拥有者

必须准备好克服困难。在卡巴拉魔法中，亚历山大变石与Zain或生命之树的第 17 条路径有关，

也是 55 周年结婚纪念日的宝石。 

行星：水星 

月份：俄罗斯的六月（官方石头）、八月星座：双子座 

脉轮：皇冠 

治疗 对于亚历山大变石来说，改变宝石光学特性的干预措施很少见。一些石头可能有充油性裂缝（在

极少数情况下可能包含颜色），类似于祖母绿的情况（非永久性手术）。 热处理似乎对这块石

头没有任何明显的影响。 

合成对应物 合成“助熔剂”型紫翠玉包含熔化材料的颗粒，类似于液体羽毛，其折射率和比重与天然材料相呼

应。用Czochralski或“拉”/拉方法合成的亚历山大变石通常看起来非常清晰（太多），但有时会

包含放大可见的弯曲条纹，并且石头的颜色在日光下呈蓝色。 

合成亚历山大变石稻盛提供猫眼效果品种，其颜色也呈现出明显的变化。 

模拟物：合成虹彩刚玉（RI：1,759 - 1,778，1909 年出现），注入钒含有气泡，并呈现出特有的

紫-淡紫色颜色变化。 YAG、CZ、玻璃、塑料。 

它可能与 有各种各样的宝石在不同的光源照射下会变色，它们通常会呈现出独特的颜色组合，但这种效果

本身会导致它们与昂贵的紫翠玉混淆：蓝宝石、萤石、石榴石、水铝石-蓝柱石、玻璃和长石—

—安山岩、蛋白石-透明石、钻石（变色龙，在特定情况下）。还有一种彩虹色的立方锆/CZ 和

玻璃（最常见的是模仿 zultanite）。 

指示性宝石学测

试 

一般方法：RI，光源。 

原产地的确定： 微量元素镁（Mg）、铁（Fe）、镓（Ga）、锗（ Ge ）和锶（Sn）是区分翠

绿宝石与俄罗斯（图18）、斯里兰卡、巴西、印度和坦桑尼亚。 B、V 和 Cr 是一些国家区分亚历

山大变石的良好判别器，但应以特定标准作为前五种微量元素的补充，而不是单独使用。 

价值 (2021) 高：  美元/克拉 

克拉以下 

中等的：  5,000-12,000 美

元/克拉 

1-3 克拉 

低： 30,000美元/克拉 

3 克拉 + 

典型切割 亚历山大变石最常见的形状是所谓的混合切割，具有明亮的切割冠和阶梯切割的亭部。 

名石 大多数大型紫翠玉宝石都是在俄罗斯沙皇时期发现的。来自英格兰的维多利亚时代珠宝也经常用

亚历山大变石进行点缀，但宝石通常要小得多。 有史以来发现的最好的亚历山大变石之一，称



为惠特尼亚历山大变石，是一颗 17.08 克拉的宝石，产自巴西米纳斯吉拉斯州的Hematita矿。它

在日光下呈绿蓝色，在白炽灯照射下呈覆盆子色，它的名字来自史密森尼宝石收藏家委员会的学

者和成员Coralyn Wright Whitney，他捐赠了这颗宝石，当时价值 1300 万美元，在史密森尼国家

自然历史博物馆。 

记录石头 迄今为止最大的是未加工的亚历山大变石水晶标本，尺寸为 25 厘米 x 14 厘米 x 11 厘米，重5,72

4 克（ 28,620克拉）。它是在俄罗斯乌拉尔著名的Izumrudnye祖母绿矿中发现的 科皮。然而，

这并不是迄今为止开采的最大的宝石级紫翠玉。此名称属于 1967 年由阿姆斯特丹珠宝商创始人

兼总裁Jules Roger Sauer在巴伊亚州Jaqueto区发现的宝石。该标本被称为绍尔 亚历山大变石，重

122,400 克拉，保存在Souer在美国维尔京群岛圣托马斯的阿姆斯特丹Sauer的私人收藏中。 还有

另一颗重约225,000 克拉的大金绿宝石的证据，但在美国缅因州巴黎附近的伟晶岩爆炸中被摧

毁。然而，其中一颗最大的刻面亚历山大变石（66 克拉）现已成为史密森尼收藏的一部分。还

有消息称，一颗重141.92 克拉的刻面紫翠玉在日本卖给了一位不知名的买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