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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表 - 一般：玛瑙 

杰玛 - 名字  （意大利语 -Corniola） 

（英文 -Carnelian） 

 （法语-Cornaline ） _ 

 （西班牙语 - Cornalina） 

 （葡萄牙语- Carnelian） 

（泰语 - คารเ์นเลยีน khār̒neleīyn )  

（德语- Karneol - Carneol ）    

（阿拉伯语 - كارنيليان）  

 （俄语 - Сердолик）  

(普通话-玛瑙 Mǎnǎo ) 
（斯瓦希里语 - Carnelian） 

（印地语 - कारे्नलियर्न / इंद्रगोप 

卡） 

照片 

 

 
   

颜色 (GIA) 它的颜色范围从棕红色 至 橙色。在某些情况下，石头的

某些部分比其他部分更轻，中心部分较浅的标本逐渐进入

深色外部并不少见。许多天然状态下呈肮脏黄色且不适合

制作宝石的宝石，在加热时会呈现出美丽的红玉髓颜色，

并随之显着增加价值。当对光保持时，颜色品种呈现出条

纹，天然红玉髓呈现出浑浊的颜色分布。暗红色的芽 和棕

色被称为“ Sardo / Sard / ”（老普林尼使用的拉丁名称）。 

颜色的原因 玉髓（通常是石英的微晶或隐晶变种（具有显微或亚显微晶体）纤维状（由平行生长的微小晶体

聚集而成）。玉髓是一种致密材料，或多或少是半透明的，但从不透明。当它不透明时，它被称

为碧玉。 

红玉髓（隐晶质品种）的独特色素沉着是由于氧化铁的存在，而宝石的较浅色调表明存在氢氧化

铁。 

异色宝石 

分类 矿物类 
硅酸盐 

物种-组（矿物） 
玉髓 - 石英 

种类 
玛瑙 

光学特性 比重： 
 2.58-2.64 
自治市： 2.60 

RI： 1,535 至 1,539 

偏光镜: AGG (DR) 

双折射： 0.003 至 0.009  
（通常检测不到） 

特点 光学

的 

正单轴 

多色性 
不 

Lustre（光泽）——断口的光泽 

 蜡质，树脂状-粒状 
分散（火） 

0.013 （一般检测不到） 

光 荧光 
SWUV (254 nm) ：白蓝 

轻型紫外线 (365nm) ：白蓝 

磷光 
不 

形式 水晶连衣裙 
 骨料从纤维状到粒状 

熔点： 1℃ 

非凡的光学效果 
不 

晶系 
三斜房 

水晶类 

化学式 二氧化硅（加杂质） 

 

二氧化硅_ 

光谱仪图像 

 
非指示性的 

断裂 

 

剥落 
缺席的 

Breaking - 离别  
一般不存在 

断裂 
不规则、贝壳状、碎裂 

耐用性 硬度（莫氏） -绝对 

6.5-7; 86-100  
韧性 

好到易碎 
稳定性（热、光、化学品） 

好的 

清晰度 - 特征 典型内含物：作为半透明宝石，其内在特征对其价值影响不大，也因为市场上的标本是

根据其外观选择的，而红玉髓与重量没有很强的相关性。任何可能具有一定相关性的内

部特征是各种颜色（分区）和可能带的区域的存在。 

盖伊 

不适用 

透明度（商业）- 透明度 
半透明到半透明 

（如果不透明，则称为碧玉） 



沉积物——岩石

类型 

相对较低的温度下由含水硅胶形成。二氧化硅通常是由最初缺乏这种矿物质的岩石（如玄武岩）

的大气介质释放的，因此玉髓的形成发生在非常接近地表的地方。玉髓存在于风化的火山岩中，

但也存在于沉积岩中。在火成岩或变质岩中，玉髓非常罕见，仅在富含二氧化硅的热盐水渗透的

裂缝中形成脉络。偶尔发现玉髓是化石中的一种石化剂。玉髓可以完全填充空腔或作为玉髓层的

岩石，显示出疣状或光滑的表面，即所谓的葡萄状（球形）表面，揭示了凝胶的形成。其他形式

是薄的钟乳石和薄的圆形聚集体，即所谓的玉髓玫瑰。由水溶性矿物（如碳酸盐和硫酸盐）制成

的玉髓假晶并不少见。大多数情况下，玉髓的表面覆盖着微小的闪闪发光的石英晶体。 

红玉髓，形成于古老的火山熔岩或火成岩中。被称为岩浆的热熔岩上升到地表地壳并开始冷却。

随着柔软、温暖的熔岩冷却和硬化，形成气泡、裂缝和空洞，岩浆流在其中以不同的速度重叠或

冷却。岩浆变硬，变成岩石，气体逸出，留下一小块空间。富含溶解石英分子的二氧化硅等流体

在这些口袋中流动和沉积。 

地质年龄： 300+百万年 
原石的特点 它出现在钟乳石和乳头状、半透明和蜡状体中。 

主要存款 博茨瓦纳、巴西（南里奥格兰德州） 、德国（巴伐利亚） 、印度尼西亚、印度、马达加斯加、

秘鲁（万卡韦利卡、亚纳科多）、斯里兰卡（萨巴拉加穆瓦省、拉特纳普拉）、俄罗斯（西伯利

亚） 、泰国、乌拉圭、美国（加利福尼亚、新泽西州和俄勒冈州）。 

发现年份 非常古老，公元前 10,000 年或更早：新石器时代遗址。红玉髓虽然是一种外源材料，但在塞浦

路斯岛上可追溯到公元前 8500-5200 年的岩屑组合中发现了少量。 

历史 在出土的第一批红玉髓珠宝中，有发现于保加利亚瓦尔纳墓地的，其历史可追溯至公元前 5500 

年。这些珠宝证明了红玉髓不仅以珠宝为模型，而且已经由青铜时代的宝石工匠精心制作。 在
公元前 2600 年至公元前 2450 年的乌尔皇家墓地的坟墓中发现了来自印度河谷的红玉髓雕刻珠

子。它们是古代印美关系的重要标志。新苏美尔统治者古地亚（约公元前 2100 年）在他的古地

亚圆柱体（圆柱体 B XIV）中提到他购买了“来自Meluhha的青金石和明亮的红玉髓块”（印度河地

区的苏美尔名称）。 1920 年代后期，著名的英国考古学家 C. Leonard Woolley在大英博物

馆和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的联合考察中取得的最壮观的发现之一是乌尔的皇家陵墓，这是一座

非常重要的古代文化城市. 苏美尔人（公元前 2600-2500 年）处于鼎盛时期。墓葬内出土了奢华

的黄金、青金石、红玉髓珠宝、金银杯、雪花石膏碗以及非凡的艺术和文化物品。 

对于古埃及人来说，红色是生命的象征，这就是为什么红玉髓经常被用来制作装饰性的葬礼包：

最杰出的宝石无疑是装饰法老图坦卡蒙木乃伊死亡面具的宝石。红玉髓也被用来雕刻神圣的动

物，例如与阿蒙拉神和猎鹰神荷鲁斯相关的白羊座（两者都象征着太阳和重生）。 在《死者之

书》中，红色象征着鲜血，因此象征着生命和能量。伊希斯的腰带/结护身符，名为Tet ( Tyet )，

由红玉髓制成，并写着：哦伊希斯的血。 

再往南，努比亚人/库什特人也发展了强大的王国。其中第一个集中在科尔马（2000-1650 B

C ） 。以下王国在纳帕塔（公元前 800-270年）和梅罗（公元前 270 年-公元 370 年）设有首

都。他们开采红玉髓和黄金，以及其他矿产资源，并与他们北方的邻居埃及人进行交易，以换取

谷物、植物油、葡萄酒、啤酒、亚麻和其他文物。同样在同一地区，在苏丹 Ab Naqaqir的 El Ar 1

的第一批Makurian人的墓地（公元 4 世纪末/5 世纪初），出土了“雕刻”红玉髓的非凡文物。具有

独特的加工类型。 

苏丹阿特巴拉河的砾石中发现了红玉髓、玛瑙和玉髓，在哈斯姆地区很常见 埃尔 吉尔巴。一些

研究人员认为，在非洲（尤其是西非）发现的一些红玉髓珠子，即使在古代，也来自也门甚至印

度。在东非没有发现典型的印度和中东“雕刻”红玉髓珠的例子，但在埃及的托勒密和罗马背景以

及努比亚马库里亚纳发现了。 

珍珠也很古老，它们是在今天巴基斯坦的Mehrgarh考古遗址中发现的。雕刻红玉髓珠子，或有

时漂白的红玉髓珠子，是一种由红玉髓制成的古代装饰珠子，上面有白色的雕刻图案，可能是公

元前 3 世纪印度河流域文明生产的。它们是根据Harappas 开发的碱性蚀刻技术制成的，在印度

河流域文明的考古遗址中发现了大量这些珍珠。它们被认为是印度河流域、美索不达米亚甚至古

埃及之间古代贸易的重要标志，因为这些珍贵而独特的文物在公元前 3 世纪在这些地理区域之间

大量流通，并在世界各地的众多墓葬中被发现。世界： 在泰国（公元前 4 世纪至公元 4 世纪），

越南（公元前 3 至 2 世纪，Sa Huynh ，Oc Eo 文化），菲律宾（ Manunggul洞穴，公元前 9 至 

2 世纪），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Kuala Selinsing ，霹雳州，200公元前，可能更古老），缅甸

（曼德勒附近的遗址，公元前 8-5 世纪）。 在塔吉克斯坦的帕米尔（Pamir），来自公元前八至

六世纪的萨卡女性墓葬）都可能从印度进口）。 这些标本中约有 55 个是用仅在印度才知道的钻

孔技术制成的，主要来自中国南方（云南和广东）和中国西北部（新疆）的墓葬遗迹。它们被认

为是进口商品，标志着第一次文化交流。 

孟加拉湾的东南亚（包括与印度和中国相对应的地区）各种文化之间早期接触类型的指标，从新

石器时代晚期到中低时代青铜，从公元前第二个千年到公元前第一个千年中叶开始。他们的存在



记录在缅甸/缅甸的一些中北部定居点（ Oakaie和Nyaung'gan的墓地）。这些发现不仅证明了该

地区存在半宝石珠，而且也证明了它们的复杂生产。 

 在圣经中，红玉髓被提到是亚伦胸甲上的装饰石（出埃及记 28：15-30），也是装饰耶路撒冷城

地基的十二颗宝石之一（启示录 21：19）。在古希腊，它是贵族阶层女性最喜爱的宝石之一，

用于雕刻（雕刻宝石）。它受到穆斯林的崇敬，并被称为“麦加之石”，因为这枚印章戒指是由这

种宝石制成的，由穆罕默德佩戴。 

公元前 5 世纪 / 4 世纪的伊特鲁里亚，英雄（尤其是伊利亚特或希腊血统的英雄）、战士、音乐

家和女性经常出现在由宝石制成的圣甲虫身上。 它们最初是由希腊雕刻师制作的，但他们在伊

特鲁里亚领土上工作。在各个考古遗址发现的发现中，重要的是现在收藏在伦敦大英博物馆的圣

甲虫，例如：带锯子和斧头的代达罗斯、受伤的ideo、正在死亡的卡帕内奥、带圆盘的运动员和
作为 Argo 建造者的Argos船。 

红玉髓和其他形式的玉髓在远东地区也受到赞赏。 

玛瑙的中文名称是“马脑”，意为“马脑”。这个不寻常的名字来自蒙古人，他们认为石头的阴影色

带类似于马脑的褶皱。当诗人、政治家和军阀曹操 （曹操；155-220），东汉倒数第二任丞

相），三国时期小说的主人公，收到玛瑙/红玉髓酒器作为礼物，写了一首诗称这种材料为“马

脑”。一般来说，最流行的玉髓类型是橙红色的红玉髓，至少从公元 2 世纪就为中国人所知。 

汉代（公元前206年-公元220年）中国已与贵霜王朝建立了外交和商业关系，贵霜王朝定居在现

在被阿富汗和印度北部占领的领土上，西方发现的玛瑙珍珠和红玉髓就是明证。汉墓，与同时期

在印度、波斯和阿富汗发现的墓葬相同。这些闪亮的雕刻珍珠一定是沿着贸易路线网络通过陆路

行驶了数英里，这也是将佛教从印度带到东方的路线。两人走到一起并非巧合。在佛教中，玛瑙

被认为是七宝之一，它代表智慧 是108颗珍珠祈祷项链常用的材料。明代出版的《自然科学纲

要》指出，玛瑙/红玉髓既不是石头也不是玉，而是它自己的一个类别。 

即使在今天，在中国销售的最好的红玉髓仍然部分来自印度，在那里它暴露在阳光下以增强其半

透明的棕橙色色调。简单的阳光仍然比其他类型的热量更受欢迎，因为没有其他方法可以达到更

好的效果。这种宝石的另一大部分原产于中国东北辽宁省阜新市。 

回到欧洲，在公元前七世纪由塞诺马尼高卢人建立的古代布里夏（今伦巴第布雷西亚）地区。并

逐渐被罗马共和国殖民，在公元前三世纪至二世纪之间，已发现无数随葬品。其中，一些刻有宝

石的戒指具有特殊价值，例如华丽的红玉髓雕刻描绘美杜莎的金戒指，或同样由红玉髓制成的精

致女性雕像（可能是Amimone ），带有三叉戟和水壶。 

同样在庞贝城，这座被公元 79 年维苏威火山喷发掩埋的古罗马城市，发现了珠宝和护身符，这

些珠宝和护身符是用法耶扎或釉面陶瓷、青铜、骨头或树脂以及红玉髓制成的。 

这些装饰品是在一个木盒内发现的，是当地贵族家庭遗产的一部分。他们在一个名为La Casa del 
Giardino的房间里，位于Regio V区，最近的挖掘集中在这里。包裹里还有一个紫水晶女人的形

象，一个红玉髓的女人，还有一个狄俄尼索斯神的头和一个跳舞的色狼。 

一般来说，罗马人最常用的宝石是祖母绿、绿玉髓、石榴石、紫水晶、尼科利石、石英，但最重

要的是红玉髓，后者几乎总是雕刻而成。 Carnelian 和niccolo的成本低于其他宝石，因此通常镶

嵌在铁中。此外，如果用作印章，它们不会保持附着在蜡上（正如普林尼在他的著作《自然史》

第 XXXVII 卷第 30-31 章中也证明的那样）。 自己的 普林尼认为这块石头也被称为撒丁岛，因为

它是在萨尔多东部地区发现的（也许它指的是土耳其马尼萨省的一座古城萨迪斯/萨尔德斯），

这个名字也是sardonyx的名字来源,（由红玛瑙和缟玛瑙组成）。最古老的矿床发现于阿拉伯、印

度和波斯。由于其特性或高可用性。罗马人（甚至在埃及人之前）将红玉髓视为最珍贵的宝石之

一，并相信它是由非洲人西庇阿首次带到意大利的。  
千里之外，在印度，这块石头一直备受推崇。几千年来，这个幅员辽阔的国家一直是优质红玉髓

的主要产地之一。自新石器时代以来，印度宝石匠就将红玉髓塑造成珍贵的艺术品。当伊斯兰教

的统治者莫卧儿征服了次大陆时，这一传统并没有消失。根据当地的阿格拉民间传说，红玉髓是

美丽的印度女王Mumtaz Mahal （1593-1631 年，出生于Arjumand ）最喜欢的石头 巴努 Bēgu

m ），莫卧儿皇帝沙杰汗心爱的第二任妻子 （ Shihab al - Din Muhammad Khurram ，1592-166

6）。穆塔兹去世后，她的丈夫在悲伤的驱使下，下令将著名的泰姬陵修建为陵墓。宫殿内圣殿

的半宝石镶嵌中，只使用了上等红玉髓。在泰姬陵和红堡，红玉髓是镶嵌在白色Makrana大理石

中的主要石材。红玉髓在宗教层面也受到了最高的尊重。 

在伊朗世界中，单词muhr ，土耳其语mühür ，相当于阿拉伯语khatam ，表示一块坚硬的石头

（例如红玉髓、红玛瑙、玉髓、玛瑙）、玻璃或金属，上面刻有它们，倒置，a座右铭或象征。

名字、阿拉伯语或波斯语的句子、宗教祈祷、短诗或谜题都可以刻在muhr上。这些著作有时伴

随着一个日期，通常根据 Hegira 日历表示，但也 - 特别是在莫卧儿时代的印度，从本世纪开始。 

XVI - 从登基的时间算起。 



很长一段时间，红玉髓在东方和西方都占据了中心位置。在公元 7 世纪至 8 世纪，红玉髓被用作

戒指（金、银和铁）上最喜欢的宝石，伦巴第人用雕刻的宝石和青铜首饰装饰（如在诺切拉乌姆

布拉、杜维尔、特雷佐苏尔发现的发现所证明的那样） Adda、Cividale、Castel Trosino 和 Bellun

o），在高级个人的墓葬中发现。这些珠宝通常以希腊罗马图案为特色，例如 Vittoria Achille，甚

至花卉图案。 

在 12 世纪，修女希尔德加德·冯·宾根 ( Hildegard von Bingen ) 称赞这种石头具有治疗作用，称

红玉髓这个名字来源于红玉髓樱桃，因为颜色相似。 

在中世纪，一些学者错误地认为雕刻宝石是自然奇观。炼金术士使用红玉髓作为石头来激活其他

玉髓的能量。在公元 13 世纪的著作《翼之书》中，一位名叫拉吉尔的神秘作家将以下特征归因

于红玉髓： 

“一个手持剑的人，在红玉髓上，可以保护这个地方免受闪电和风暴的伤害，并保护佩戴者免受
恶习和咒语的伤害。” 
在文艺复兴时期，用于魔法的红玉髓通常刻有战士的形象，并用作魔法护身符，以抵御法术。 

的英国和法国皇家宫廷使用一种象征性的“宝石语言”以谨慎的方式传达信息。最早镶嵌在胸针和

其他珠宝中的宝石字母传达了座右铭或情感。因此，在正确放置离合符的情况下，在晚餐时佩戴

红玉髓别针可能意味着祝大家“好运”。 

在美洲的古代文化中也发现了由红玉髓制成的人工制品： 

在泰罗纳文化（或el _ _ _ _ _ _ _ Tayrona ，意思是男人甚至是虎眼）红玉髓鹅卵石，红色石头和

氧化石头的圆柱体，红玉髓的小管状珠子，猫头鹰雕像已经被发现。 Tairona一词用于表示土着

社会，定居在今天的哥伦比亚境内、内华达山脉圣玛尔塔山脉和加勒比海岸的邻近地区，在 16 

世纪初与第一批欧洲殖民者有过接触。自公元 1 世纪以来，这种文明就居住在南美洲的海岸 

红玉髓被认为是抵御地震或雪崩等自然灾害的强大防御手段。德国著名作家约翰·沃尔夫冈·冯·歌

德（1749-1842）称赞这些特性：“红玉髓是一种护身符，它给孩子和男人带来好运；当放置在
缟玛瑙地面上时，一个神圣的吻会在它被发现时祝福它。这颗宝石的作用很慢，所以最好长时间
随身携带。” 

在埃及战役期间，拿破仑(1798-1799) 购买了一个八角印章，上面刻有红玉髓。拿破仑·波拿巴和

他的侄子拿破仑三世都高度重视这个护身符，甚至可能以一种迷信的方式。拿破仑三世在他的表

链上佩戴了这个印章。最终，他将这件珍贵的物品交给了他的儿子，皇太子路易-拿破仑，命令

他佩戴。然而，太子虽然听从父亲的命令，但并不相信宝石的神奇品质。尽管如此，保护并没有

奏效，1879 年该男子在南非被杀后，石头被从他身上拿走了。 

红玉髓的特殊美感也让拜伦勋爵激动不已，他为他深爱的年轻人约翰·埃德斯顿（John Edlesto

n ）树立了一个心形的榜样，他是一个有着天使般面孔的唱诗班。伟大的英国诗人为他献上了一

首《康乃馨》 （ The Cornelian ， 1806 ），其中他写道：“这颗宝石没有明显的光彩/在我的记忆
中它永远是珍贵的；/它的光辉只闪耀过一次/和作为捐赠者的谦虚脸红“ 

名称：红玉髓（英语中的红玉髓）一词的词源不确定：对于某些人来说，它源自拉丁语caro / ca

rnis ，在意大利语carne中，或源自cornus ，在意大利语corniolo （一种原生森林灌木，属于Cor

naceaee ）。 , 因为颜色，对其他人来说它的起源是cornevulus ，一种角形的橄榄，就像Corneli

an的结节。在意大利语中，红玉髓一词也指山茱萸的果实（学名 Cornus mas）。一种原产于欧

洲大陆的灌木，在意大利也很普遍。 

玉髓一词（各种隐晶质石英的总称）源自希腊语 Χα λκηδόνιος ( Calkedonios ) 或 Κα λχεδόνιος 

( Calchedonios )，拉丁化为玉髓；是一个民族名称，指的是位于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比提尼亚古城

（意思是“迦勒敦的居民”），指的是迦勒敦（因为这种矿物是在迦勒敦周围地区提取的）。今

天，古老的卡尔西顿对应于伊斯坦布尔的一个地区Kadıköy 。玉髓也是一个不常见的名字，但由

于对所谓的圣人（圣玉髓，在西西里岛和马耳他最受尊敬的烈士）的崇拜，仍在西西里岛使用，

其命名日在 9 月 7 日庆祝。 

与几乎一致的希腊术语也有相关性：Χα ρκηδόνιος （ Charkedonios ），而是表示迦太基的居

民。 

其他商业名称： Sardinian / Sardinian，还有sardio 、 sardia或 sardonica、红玉髓玛瑙、 

品种：红玉髓宝石主要有两个品种，以颜色为特征。较深的宝石，从深红色到棕色，被归类为

更“阳刚”的品种，而橙色或金色的较浅和明亮的颜色被归类为“女性”。 

属性属性 在古埃及，它被认为是生命的象征。它还具有陪伴死者前往来世旅程的功能，这种宝石有能力将

我们锚定在当下，帮助我们在克服拖延时专注于现在和实用主义。它加强了与地球母亲的联系，

有助于欣赏普通的小快乐，平衡相反的能量（阴阳）并协调我们的内在自我，帮助我们整体欣赏

和热爱“成为世界的一部分”。在中世纪，红玉髓在西方文化中被认为有助于促进血液凝固，并被

认为具有能够平息愤怒的镇静能量。它也可能是治疗邪眼的良药。当时，助产士也广泛使用它，

因为它可以在分娩时提供帮助。今天，它被认为在对抗肾绞痛和止鼻出血方面非常有效。改善血



液净化过程，有助于消除体内存在的毒素。平静焦虑状态，帮助享受物质世界。它给人一种稳定

性和对整体统一的归属感。恢复专注和实现目标所需的生命能量。佩戴时，它具有传达幸福感和

焕发活力的力量。在身体层面上，红玉髓有助于缓解疲劳和压力，改善肌肉张力和血液循环，对

抗贫血和出血。红玉髓通常用于刺激生育能力和营养物质（特别是维生素）的吸收。 

阿拉伯人民认为红玉髓是国王的宝石之一。石头丰富、温暖的颜色通常将其与狮子和火相关的积

极主动的能量联系起来。红玉髓是古代伊斯兰宗教文化中最重要的宝石 传统上，它是勇气之

石，可以帮助那些需要鼓舞的人，例如在公共场合演讲。据说，先知穆罕默德右手的小指上戴着

镶有银红玉髓的印章，上面刻着一些古兰经的经文。这块石头象征着安拉作为唯一真神的独特存

在。这有助于解释红玉髓在阿拉伯和穆斯林世界的魅力。 

宝石切割师通常会在雕刻红玉髓时稍作祈祷，以祈求好运或避免嫉妒。在埃及，人们佩戴红玉髓

来抵御邪恶的眼睛并灌输和平。 

有句话说：“从来没有人在倒塌的房子里或倒塌的墙下发现戴红玉髓的人。” 

17周年结婚纪念日的宝石。 

行星：火星 

月份：七月          星座：天蝎座、白羊座、处女座 

脉轮： 腹部 

治疗 他们最著名的治疗方法之一（可能最初在印度古吉拉特邦采用）是将生的山茱萸芽暴露在阳光下

很长时间，甚至几个月，将它们从棕色变成深红色。 来自同一地区的另一种传统处理方法是将

新鲜提取的原石放入陶罐中，用干山羊粪覆盖它们并“烹饪”一夜。这将产生美丽的深红橙色芽。 

无色或纯色的玉髓可以转化为红玉髓的经典锈红色。增加浅色玉髓的红色成分的另一种方法是在

强碳酸氢盐溶液中煮沸。同时，铁钉应浸泡在硝酸中直至溶解。随后，将煮沸的玛瑙浸泡在硝酸

铁溶液中长时间（甚至一个月），然后缓慢加热，然后缓慢冷却，以产生所需的红色色素沉着。

这些都是传统的治疗方法，今天存在现代版本以达到类似的效果。 

今天市场上出售的大多数红玉髓是经过染色然后热处理的玛瑙。 当受到非常强的光源的影响

时，如果它们经过处理，这些石头会变得更苍白或恢复到原来的颜色。有一种方法可以识别天然

红玉髓。染色的玛瑙在光照下会出现条纹，而天然红玉髓的特点是颜色分布均匀且浑浊。天然红

玉髓越来越稀有。 

红玉髓有时会用蜂蜜和水处理，并保温数周以变成黑色缟玛瑙。 

合成对应物 有石英的合成品种，因此还有玉髓，但它们通常不用于贵金属市场。 

它可能与 红玉髓是可以模仿的，有点像所有的玻璃宝石。然而，主要区别发生在不同品种的玉髓之间。 sa

rda、玛瑙、红玛瑙和缟玛瑙与其他形式的这种材料之间的区别可能涉及（并不总是显着的）成

本差异。 它们之间的唯一区别是它们的颜色。关于一个品种何时停止而另一种品种何时开始，

没有明确的定义或分界线。红玉髓是一种中等色调的橙色/红色宝石。它变得越黑，它越接近称

为sard / sarda / sardo 的品种。如果它有条带，它被称为玛瑙。如果颜色不同，则赋予不同的名

称。 

指示性宝石学测试 很少有测试，从视觉测试开始，从颜色和透明度的确定，以及折射率和比重的确定，通常足以识

别红玉髓。在透射光（透明）中观察宝石以确定是否存在直带或弯曲带以及分区区域可能很有

用。 

价值 (2021) 高： 20-25 + $ / Ct 

大/好件（红色） 
平均： 3美元/克拉 

中型/优质件（红橙色） 
低： 0.5-1 $ / Ct 
小块（橙色） 

典型切割 今天市场上最常见的切割是凸圆形和珠状切割，但红玉髓也可以用来制作浮雕、雕刻和雕塑。它

经常被雕刻成防止厄运和邪恶之眼的护身符和吊坠。 

名石 图坦卡蒙葬礼上的珍贵标本很有名。 

红玉髓首饰（含金、玻璃、水晶、玛瑙）是墓地中发现的最丰富、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伊特鲁里亚

首饰套装之一。它们包括一条令人惊叹的金色和玻璃吊坠项链、一对红玉髓串珠、金色和水晶圆

盘耳环、一个饰有狮身人面像的金色衣服扣（腓骨）、一对简单的金色腓骨、一个金色礼服别针

和五根手指戒指（带有凸圆形红玉髓的戒指）。其中两个戒指刻有在旋转表圈上旋转的圣甲虫；

一个装饰有凸起的色狼头，另外两个装饰有金色设置。 

细长的红玉髓珠子，有时与黄金首饰相结合，来自古代印度河文明的重要遗址（在Harappa 和M

ohenjo-daro遗址发现） ，可能在古吉拉特邦的Khambat湾工作，部分地区至少有 4000 年的历

史收藏于大英博物馆。 

记录石头 有些标本可以重达几公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