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警告：此版本已通过谷歌翻译完成，它肯定包含错误或不准确之处。 

技术表-一般：翡翠（翡翠） 

杰玛 - 名字  （意大利语 -翡翠玉） 

（英文 -翡翠玉） 

 （法语- 翡翠) 

 （西班牙语 - 翡翠玉） 

 (葡萄牙语- 翡翠玉) 

（泰语 - หยก - หยก h ̄ yk-h ̄ yk) 

（德语- Jade-Jadeit）    

（阿拉伯语 - اليشم 胡说八道 alyashmu 

aljadit ) 

 （俄语 - жадеит 

扎德特）  

(普通话-翡翠玉 fěicuì yù )  

（斯瓦希里语 - 翡翠) 

（印地语 - जेड - जेडाइट jed-je

dait ) 

照片  

 

颜色 (GIA) 翡翠由互锁的粒状辉石晶体组成，有多种颜色，包括绿

色、淡紫色、白色、灰色、粉色、棕色、红色、蓝色、黑

色、橙色和 黄色。最珍贵的品种，帝王玉，是一种浓郁的

翠绿色，俗称帝王。术语翡翠现在是首选，因为辉石组合

物还可以包括onfacite 和/或 kosmochlor 。 

颜色的原因 “翡翠”绿（铬硬玉），Cr 3+八面体配位。黄绿色，Fe 3+八面体配位。紫色（“淡紫色翡翠”），电荷

转移 Fe 2 + - O-Fe 3+，由 Mn 3+合成并着色 

分类 矿物类 
链硅酸盐 

物种-组（矿物） 
翡翠 - 辉石 

种类 
硬玉 

光学特性 比重： 

3.25-3.40 
直辖市： 3 。 34 

RI： 1,654 - 1,667（项目-RI 1660） 

偏光镜： （AGG，稀有：DR） 

双折射： 0.012-0.020（一般检测不

到） 

特点 光学

的 

正双轴 

多色性 
不 

Lustre（光泽）——断口的光泽 

玻璃质 - 油性-珍珠状- 粒状 

分散（火） 
不 

光 荧光 
SWUV ：一般惰性，稀有：淡绿色 

LWUV ：惰性至白绿色；漂白的石头：可能呈蓝白色或黄绿色反应 

磷光 

不 

形式 水晶连衣裙 
块状粒状聚集体或纤维状稀有棱

柱状晶体 
熔点： 1000°C（约） 

非凡的光学效果 
 

不 

晶系 
单斜（隐晶） 

水晶类 

化学式 硅酸钠和铝硅酸盐 

 

NaAl (SiO 3 ) 2 o 

NaAlSi 2 O 6 

光谱仪图像 

 
绿翡翠（Cr）：437.5nm，690nm双波段，630nm、655nm

可见其他谱线。 

有色绿翡翠：437.5 nm，650 nm 波段。 

断裂 

 

剥落 

不同/好 1个方向 

Breaking - 离别  

不 

断裂 
不规律的 

耐用性 硬度（莫氏） -绝对 

6 - 7; 72-100  
韧性 

惊人的 
稳定性（热、光、化学品） 

伟大的 

清晰度 - 特征 典型夹杂物：就透明度而言，优质翡翠

应没有明显或恼人的阻碍光线通过的夹

杂物缺陷。最好的翡翠没有肉眼可见的

夹杂物或其他透明度缺陷。典型的缺陷

是矿物夹杂物，通常是黑色、深绿色或

棕色，但也可以是其他颜色。在被称为

“帝玉”的明亮、半透明的绿色翡翠中，

通常可以接受称为花粉的小斑点。黑色

夹杂物是最不受欢迎的，尤其是在颜色较浅和无色至白色的基础上。为有效判断净度，

鉴定人必须考虑夹杂物的大小、程度、颜色和位置。  



盖伊 
不适用 

透明度（商业）- 透明度 
从不透明到半透明 

沉积物——岩石

类型 

硬玉是一种富含钠的辉石矿物，由变质岩中的细粒互锁晶体在高压下但在低温下形成，常存在于

榴辉岩的一种成分——绿闪石相中。 它的形成是两个构造板块剧烈碰撞的结果。为了为翡翠的

生产创造完美的条件，这些缓慢移动的滑石板必须积累高达 600 摄氏度的高温，每平方英寸的压

碎压力实际上是 500,000 磅。 

硬玉形成于俯冲带，下降的洋壳脱水将流体释放到上覆的地幔中，将橄榄岩蛇纹石化成蛇纹岩，

进而形成硬玉。在缅甸、日本和危地马拉进行的三个案例研究表明，这种矿物与蛇纹岩内分区层

中的许多其他周围矿物一起在矿脉中形成。 

年龄： 6亿年 

原石的特点 购买生翡翠是一种彩票。这也需要很多经验和运气。商家必须从表面暴露的几个点了解材料的类

型。根据感知价值、宝石类型及其原产地，原石价格可能会有很大差异。 

在翡翠的主要市场缅甸，贸易商根据开采地点将生翡翠排在第一位。河翡翠是从乌鲁河及其沿岸

的冲积矿床中开采出来的翡翠，呈圆形的巨石，外皮较薄。相比之下，山翡翠（发现于远离河流

的地方）呈圆形巨石，外皮（“皮肤”）很厚。直接从原地矿床（例如 Tawmaw 的矿床）中提取的

不规则硬玉是第三种类型。许多人认为，在矿区，从河流和砾岩中提取的翡翠比 Tawmaw 的翡翠

更“成熟”。 大气剂去除了石头较硬的部分，这就是为什么最好的品质通常与河玉有关。此外，较
薄的皮革在河玉中提供了更大的“曝光点”，从而可以更准确地估计其质量和颜色。山玉巨石的表

皮和内部之间往往有一层厚厚的一层（贸易商称为“雾”）。绿色翡翠和淡紫色的存在与矿床类型

无关，但红橙色至棕色翡翠仅存在于那些从富含铁的土壤中回收的巨石中。红橙色是由多孔硬玉

的天然氧化铁着色产生的，有时会因加热（自然或诱导）而增强。 

软玉和翡翠的区别。 

作为宝石，玉可以是两种主要宝石之一：硬玉或软玉。尽管两者通常都被称为玉，但这些矿物之

间存在显着差异。硬玉是一种富含铝的辉石，硬度略高（软玉为 6.5-7，而软玉的硬度为 6-6.

5），由颗粒状互锁且非常致密的晶体组成，而软玉是一种闪石（含有氢的水合矿物），富含镁, 

由交织成不透明纹理的纤维晶体组成。两者在大多数火成岩和变质岩中都很常见；辉石是一组

钙、镁和铁的硅酸盐矿物，而闪石是钙、镁、铁和铝的复杂水合硅酸盐。 

但是，两者都容易划伤。肾炎可以发生在非常大的尺寸。大型玉雕一般都是用这种材料制成的。

优质翡翠通常用于制作较小的珠宝。两种材料都非常耐磨，虽然软玉是两者中最坚韧的。然而，

翡翠的上乘颜色（多样性和鲜艳度）——帝王绿，只在翡翠中发现。翡翠的透明度通常也较高。

这些因素，再加上更加稀有，使得翡翠比软玉更昂贵。 

主要存款 缅甸 / 缅甸是世界上 70% 最优质玉石的产地。这个每年 500 亿美元的产业生产了该国国内生产总

值的一半。 

翡翠最重要的产地位于亚洲，尤其是在 Tawmaw 周围的上缅甸地区，以及沿乌鲁河的二次产地和

上缅甸 Hwéka 地区的砾岩。中国著名的遗址位于昆仑山脉的新疆。 

主要厂商： 危地马拉（莫塔瓜山谷）、缅甸（克钦邦、实皆地区）、俄罗斯（克拉斯诺亚尔斯

克边疆区、亚马洛-涅涅茨自治区）。 

次要生产国：古巴（关塔那摩地区）、日本（新泻县）、哈萨克斯坦（卡拉干达）、土耳其（布

尔萨省） 

次要生产国：巴西（米纳斯吉拉斯州）， 

发现年份 公元前 6 千年 - 1843 年：几个世纪以来，人们一直认为玉是一种单一的宝石，但在 1863 年，

人们发现了两种类型：硬玉和软玉。软玉更常见，但两者都是适合雕刻的坚硬、细粒的岩石。 

历史 鉴于它的高韧性，在世界上许多地方，它在金属引入之前就已被使用，不仅用于装饰目的，还用

于常用工具。 

来自Monviso的翡翠翡翠， 被称为“Oncino 的绿石”， 7200 年前从 Re di Pietra 的矿床中提取

（矿床位于都灵西南部，Monte Beigua，海拔约 2000 米），发现于 Po 河谷，是世界上最古老

的。这种矿物被用作新石器时代最珍贵和最具象征意义的斧头和斧头。根据研究，玉石在收集地

进行了初步加工，非常坚硬的块通过热冲击程序（火和雪）被压碎，然后将获得的碎片碎裂，直

到获得所需形状的草图。残骸显眼，加工芯片数以千计，在波河谷发现的炉膛遗迹，年代可延长

至公元前5200年至4700年。穿越阿尔卑斯山，“粗糙”的作品在瑞士和法国沿途经过逐步和重复的

处理，逐步提高完成度。一段持续了数千年的旅程：他们在公元前 4500 年左右到达布列塔尼的

卡纳克圣米歇尔，并于公元前 3800 年到达英国的萨默塞特郡一些观赏斧头在英国坎特伯雷被发

现，其历史可以追溯到 6000 年前（公元前 4000 年今天在大英博物馆）。 

该矿物由英国宝石学协会 (Gem-A) 进行分析，并将矿物分类为： 

- 含 75% omfacite 的翡翠：omfacite 翡翠 



- 含 50 - 75% 杂晶的翡翠：翡翠杂晶翡翠 

- 含有 25 - 50% o0mfacite 的翡翠：翡翠 o0mfacite 翡翠 

“皮埃蒙特玉”是在 2001 年夏天被两位水晶专家 Franco Manavella和 Franco Salusso 发现的。 “水

晶”是水晶追求者，他们的热情在于爬山去寻找最美丽、最珍贵的水晶 

在绳文时代中期（縄文时代，Jōmon jidai 14000-300 BC ） ，大约 5,500 年前，日本的糸鱼川地

区成为日本翡翠雕刻的发源地。自古以来，亚洲国家的许多地方都生产和销售由称为太术的翡翠

制成的吊坠。加工生翡翠的技术，包括雕刻球形珠子，一直流传到那个时代结束。在弥生时代

（弥生时代弥生时代，公元前 4 世纪至公元 3 世纪） ，称为 magatama 的圆形珠子和称为kudat
ama的管形珠子开始流行。相传公元八世纪初，古越国（今新泻县）由一位美丽的女皇统治，她

身穿神秘的弯曲形状的绿色翡翠。 Koshi 生产各种美丽的石头，其特点是与日本许多其他地区的

贸易繁荣。最近，在权势人物的坟墓中发现了由翡翠制成的珠宝，它被用作神圣的装饰品，以及

财富和声望的象征。 Magatama翡翠雕塑也传播到朝鲜半岛，在许多考古遗址中发现它们。日本

翡翠在古坟时代（公元 3 至 7 世纪）末期走向没落，到 6 世纪几乎完全消失。 1938 年，当地质

学家兼研究员伊藤英三在糸鱼川市的小泷川附近发现了一个矿床时，翡翠在日本得到了复兴。 

使用玉石和其他绿色宝石是韩国的一项长期传统（约公元前 850 年 - 公元 668 年）。在少数坑房

和墓葬中发现了玉石。韩国使用玉石、微斜纹、碧玉等材料手工制作的小型逗号形“管状玉”起源

于木门中期陶器时代（约公元前 850-550 年）。新罗的皇家金冠（约公元 300 年 / 400-668 年）

和三个朝鲜王国的奢华精英墓葬公元 668 年新罗国家统一朝鲜半岛后，与佛教有关的死亡仪式的

广泛普及导致了朝鲜半岛的衰落在墓葬中使用玉作为着名的陪葬品。 

玉器的具象作品是在公元前 1000 年由墨西哥湾沿岸的奥尔梅克人制作的。 1940 年代和 1950 年

代，在今天墨西哥塔巴斯科州的拉文塔遗址，从重要的墓地和藏身地专业挖掘出各种物品。奥尔

梅克玉器通常体积小，对极难雕刻的石头介质表现出非凡的掌握，是首选的半透明蓝绿色，在古

代美洲无与伦比，紧凑、对称平衡的三维形状和优雅的表面细节复杂的意象是奥尔梅克玉雕的特

征，猫科动物和鸟类元素的加入特别增加了描绘的象征力量。后来的中美洲人民也雕刻和崇拜玉

石。扩展的形状和不同的颜色偏好区分了后来的作品。在最初的大部分时间里 公元千年，墨西

哥南部和毗邻危地马拉的玛雅人偏爱鲜绿色的玉石。他们的重要作品包括带有主仆形象的浅浮雕

牌匾。几百年后，当西班牙人在 16 世纪抵达阿兹特克人的首都特诺奇蒂特兰时，玉是最珍贵的

物质。保留给神和皇室的装饰，只有在某些场合，玉才被认为是生命和纯洁的象征。 中美洲翡

翠的主要产地是危地马拉的莫塔瓜河谷。 这块石头与水和植被有关，特别是与成熟的年轻玉米

有关，因此它也与生死有关。奥尔梅克、玛雅、阿兹特克和哥斯达黎加的精英们特别欣赏玉雕和

手工艺品，并委托制作的精美玉器作为奢侈品在前西班牙裔美国世界的贵族成员之间进行交易。

它很晚才被黄金取代，大约在公元 500年在哥斯达黎加和中美洲下游。在瓜纳卡斯特-尼科亚的

哥斯达黎加地区，玉器主要盛行于公元 200 年至 600 年之间。虽然迄今为止尚未确定当地的翡

翠产地，但哥斯达黎加和洪都拉斯已经发展了自己的翡翠制作传统。 最早的玉器制品，包括从

尼科亚半岛的墓葬中出土的吊坠，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一千年中叶，直到公元 700 年左右，玉石继

续被雕刻成类似的个人装饰品。 

玛雅人还使用危地马拉的玉器和盘子来书写重要的文字和故事，他们通过铭文来做到这一点。使

用“线锯”，熟练的工匠用水和沙粒作为切割剂来回拉动绳索。 2015 年，在伯利兹发现了一个大

型玉吊坠，上面有 30 个象形文字，讲述了强大的玛雅城市卡拉科尔（现代伯利兹）的统治者Jan
aab 'Ohl K'inich国王。文字讲述了公元 672 年的一次香火仪式。这使学者们能够更好地了解传统

的玛雅仪式和被认为会带来风雨的宗教习俗。此外，他还提供了国王的家族血统和成员权利的详

细信息，有助于维护家族的权力。 

英印外交官托马斯·道格拉斯·福赛斯说，公元632年，伊朗古代佛教王国于阗萨卡送来一块“锦绣

玉石”，作为对唐太宗的贡品。于阗河流以出产玉石而闻名，“玉石是在夜间在水中的辉煌中发现

的”，当洪水消退后，潜水员会在浅水区获取玉石。 

硬玉 是从缅甸（现在的缅甸）进口的 大约在 1800 年后才到中国。这种鲜艳的绿色品种被称为翡

翠（翡翠） ，很快就几乎和软玉（一种在亚洲国家珍视了数千年的矿物）一样受欢迎，是清朝

新富的最爱，而学者们仍然对软玉有着强烈的依恋。软玉（白玉或于阗），他们认为这是贵族的

象征。 

虽然在缅甸发现翡翠可以追溯到公元 6 世纪或更早，但它首次进入中国的时间是13 世纪英国汉

学家威廉·沃里 (William Warry) 。然而，它在清朝（1644-1914）期间并没有成名。乾隆皇帝（ 1

711-1798）看到这块碧绿的玉石，顿时爱不释手。 1760年至1790年，乾隆下令以古今画作创作

一组雄伟的玉山。这部作品是皇家风水史上最重要的风水收藏。 最著名的是《秋山行旅

图》 ；大禹治水图和会昌九老图。乾隆得知自己是滇南蛮荒国度，便派出大军去补给。但即

使是中国军队也无法克服克钦山崎岖的地形和凶猛的人民。他们空手而归，被疟疾、泥土和与北



方外人玩耍的部落击退。随后，中国商人一般不会尝试冒险进入山上的矿山。他们开始在相对安

静的莫冈平原与克钦翡翠商人进行贸易。 

到16 世纪中叶，西班牙人已经殖民了新大陆的大部分地区。在此过程中，他们发现翡翠在整个

中美洲都被视为极为珍贵的宝石。注意到它用于治疗臀部和下背部疼痛，他们将其称为 piedra d

e ijade（下背部侧腹石）。 

1846年，法国化学家亚历克西斯·达穆尔对肾炎进行了第一次化学分析，发现它是一种闪石。随

后，在1860 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法国和英国军队攻占了北京的颐和园，并侵占了他们带到

欧洲的数千块翡翠。达穆尔重新分析了玉石，发现深绿色的石头与软玉（白色或深绿色）的化学

成分不同，并称这种新石头为“翡翠”。据许多人称，随后与翡翠的分离发生在 1863 年左右。 

中国最后一位皇帝从紫禁城走私石头，以资助他重新夺回天位的失败尝试。令人惊叹的皇太后随

葬品现收藏于国立台湾博物馆。他们是由蒋介石带到岛上的，他在1949 年之前授权洗劫他的坟

墓。一些精选的作品也成为蒋夫人的个人收藏。 到1908年，翡翠已经是北京最有名的古玩市场

六里场上最贵的翡翠，超过了软玉。 

名称：翡翠来源于玉。来自法国的玉，而这个来自西班牙语（piedra de ijada“（侧石）”，因为古

代认为它有益于肾痛； ijada源自 ilia“侧”。 

汉字玉（yù）用于表示被称为“玉”的不同类型的石头，其中两种主要的：硬玉（硬玉- YìngyYù ，

硬玉，翡翠FěiCuì的别称-翡翠）和软玉（软玉Ruǎn Yù ， '软玉'）。但由于玉石在中国历史上的

文化附加值，这个词也更普遍地指代可以加工的宝石或装饰宝石。 

杂乱无章的问题 

Onfacite 和翡翠长期以来一直被认为可以通过标准宝石学测试轻松分离。 onfacite 通常呈现出从

深绿色到黑色的颜色，并具有优异的光学性能。最近（2000 年代初），一些最初在宝石学上被

定义为翡翠的石头，经过更详细的测试（拉曼光谱）被证明是 onfacite (GIA)，这些石头取名为on
facite 翡翠。这些宝石即使在视觉上也与翡翠非常相似。 “丑角玉”实际上可以由灰浅绿色的杂辉

石，或富含镁（Mg）、钙（Ca）和铁（Fe）的杂辉石斑晶组成，特征是绿帘石、黑橄榄石和斜

长石的粉红色条纹，从白色-绿白色的苯铁矿，来自灰色 - 深绿色的绿泥石块，来自红色 - 橙色

的金红石走道和小的黄色 - 金色或棕色黄铁矿晶体，如果改变，则具有氧化边缘。 

 

品种：在中国，据说有“32（种）水”、“72（种）豆”、“108（种）蓝”，这句话用来断言有很多种

玉。帝王绿在市场上的售价高达数百万美元，纯净而有穿透力，色调鲜艳，没有灰色阴影。就硬

玉而言，宝石呈现出多种绿色：从纯绿色不等 略带蓝绿色或略带黄绿色。 

其他流行的翡翠品种包括“翠鸟翡翠”，其绿色仅比帝王略逊色； “苹果玉”，呈浓郁的黄绿色；还

有“苔藓雪玉”，它是半透明的白色，带有鲜绿色的脉纹、斑点或斑点。其中最杰出的例子几乎总

是在亚洲市场买卖。 

黑玉，称为黑玛雅（来自危地马拉）也很受欢迎，还有橙色到红色的玉，尤其是当这些颜色不是

棕色的时候。 

商品名称： 

帝王：极品，翠绿，如水般透明有光泽。 

浓绿：像蓝色或黄色的合成。翡翠的年代会影响其密度或压缩度，浓绿色分为旧、半旧和新三

种。其水的类型具有像冰一样的透明质量或像糯米一样的不透明质量。 

亮绿色：显示出淡淡的黄色。 

这前 3 种类型具有相似的值。 

翠鸟：绿色-真蓝色，与同名鸟类相似。 

薰衣草：与同名花同色；它是第二个最有价值的。深色的价格高于柔和的颜色。 

紫色：中度、清澈或明亮。非常稀有，比翡翠的绿色品种更值钱。 

五色：红、绿、紫、黄、白。颜色越多，价格越高。 

绿豆绿：带有淡淡的蓝色和淡淡的黄色，使其呈深蓝绿色。在所有翡翠色中，这是最常见的。 

苹果绿：嫩绿；就像一棵小草或一个鲜绿色的苹果。虽然它没有高贵 /皇家的品质（不配皇

帝），但它有一种温柔漂亮的品质（受女孩欢迎）。它通常含有大量的水分，并在其结构中呈现

出极度柔软和细腻的效果。 

蓝绿色：浓淡黄色。要具有这种蓝绿色，石头必须非常古老（压缩）。这种玉石的质地或矿物晶

体交织在一起的图案非常细腻。典型的高品质手链和吊坠。 

油绿色：颜色深或深。 

绿色生命：未成熟的桃子或像古代青铜的氧化。这块翡翠中的绿色在黑色或白色的周围盘旋，就

像一种轻微混合的颜料。它几乎没有水分或透明度，其内部纹理或结构略显粗糙和碎裂。 

深绿色/黑色：看起来是黑色的，但是当用灯光照射时，它会发光。这块石头的价值近年来开始

增长，此后稳步增长。 



杂色：颜色的组合，例如（紫色和绿色），用于带来幸福、工作和长寿。 

水玉： 

玻璃：几乎和玻璃一样透明。当用作“镜头”时，它可以让您阅读下面的文字。 

冰：透明但内部有细雾。当用作“镜头”时，它可以让您阅读下面的文字。但它们不够清晰，无法

区分。 

糯米：半透明，像粘稠的大米或像柔软的拉棉。白质占宝石成分的比例不超过 20%。 

Moss-in-Snow 的特征是漂浮在白色表面上的绿色，就像散落在白色和粉状雪上的绿色苔藓。 

花青：基色呈绿色但分布不均的蓝绿色。质地略显粗糙，石头可以从完全不透明到透明。 

莲藕淀粉：混合，呈浅色但较暗，呈透明但较不透明。它看起来像一团混浊的莲藕粉。 

米水：杂质多；它本质上是不透明的。它类似于白色混浊液体。 

白底：不透明；看起来像棉花。它是白色的，但可能有其他颜色。 

干基：质地非常粗糙/暗淡。 

中国市场上的其他术语： 

老坑“老矿”翡翠——质地细腻 

九坑翡翠“比较老的矿”——质地中等 

新坑“新矿”翡翠-质地粗糙 

莹翡翠 - 具有最大的光泽和透明度 

观音钟- 半透明、均匀、淡绿色翡翠 

红五东- 质量低于观音中，淡红色与绿色混合 

中——翡翠“金丝”：鲜艳的绿色均匀地分布在整个石头上，非常珍贵。 

紫二翠- 从河流中提取的优质翡翠。由于它的高透明度，它也被称为冰 （《兵中》）。 

老坑伯里中- 老矿的翡翠“玻璃”（质地更精细，更透亮） 在皇家绿色中，这种类型的翡翠是最珍

贵的翡翠。 

Fei yu - 红色翡翠，以一种长着红色羽毛的鸟命名 

红皮- 翡翠“红皮”，由巨石的红皮切割而成 

金翡翠 - 金黄翡翠 

双喜- 红绿兼备的翡翠 

福禄寿- 翡翠混红、绿、薰衣草 

大四喜- 具有红色、绿色、淡紫色和黄色的高透明度翡翠 

五福临门——翡翠红、绿、淡紫色、黄色，底层加白色 

冰川玉？在埃及、摩洛哥和以色列发现的神秘品种，其潜在特性仍未开发。 

其他名称：天之石， 

属性属性 在中国，翡翠和软玉是非常重要的宝石，也与流行的信仰有关。形状、类型、颜色、原产地会影

响分配给这些材料的精神和保护力量。这些特征的多样性及其对购买者感知的保护的影响非常广

泛，难以以同质和合理的方式识别和组织。 

中国有句谚语：“金有价，玉无价”。 

首先，据说翡翠宝石具有强身健体和延年益寿的功效。据说翡翠手链可以保护佩戴者并吸收负能

量。根据风水，翡翠不仅可以影响健康，还可以影响繁荣。玉石被古代文化视为“梦想之石”，如

今被用来解决梦想、进入精神境界和鼓励创造力。 

作为精神净化的石头，薰衣草翡翠 它是一种极好的水晶，可用于静修或冥想。它有助于释放愤

世嫉俗和压抑的愤怒，并采取冷静接受的态度。它的作用可以平衡神经并舒缓心律。一块放在口

袋或吊坠上的玉石可以不时抚摸，可以补充能量，传统上可以预防疾病。玉也可用于减轻在医院

或家庭和家人之外照顾的非常年轻或老人的震惊或恐惧。它也非常适合治愈内疚感，以及极端的

失败主义案例。它还涉及“病态常态”，即过度渴望适应一个群体，即使是教派，夸张的军国主

义，追随领导者的态度，或不惜一切代价屈服于普遍意见的强迫性愿望。作为专业的支撑石，薰

衣草翡翠有助于医生、护士、兽医和所有治疗师进行实际诊断及其应用。它是教育工作者的支撑

石，玉石雕刻成信仰的象征，为军人带来振奋。 

星球：不适用 

月份：三月 星座：处女座、白羊座（非官方） 

脉轮： 根 

治疗 根据处理的类型或程度，硬玉分为A、B、C 或 B + C级。 

A级： 100%天然翡翠，未经加工、未变质。唯一允许的干预是抛光，但只能使用蜡。 

B级：经过漂白处理，清除内部杂质和劣质颜色。这种干预破坏了它的内部结构，在原来存在夹

杂物的地方留下了洞。这些孔填充有透明类型的聚合物，然后上漆，留下高度透明的成品。它的

透明度是浑浊的，看起来有点像果冻。如果您使用放大镜检查纹理，您会看到明显的连续小线



片，这些细线是由辛辣的侵蚀留下的。 B级在你手中轻。如果你击中 B 级手镯，它会发出沉闷的

“砰”声。 

C级：染色石头（不常见），使其颜色更受欣赏。 

B+C级：酸洗或碱洗后烘干再染色。结合为 B 级和 C 级列出的干预措施。 

D级：（并非适用于所有机构）是指一种复合石，例如组装好的霰弹枪/石，由玉石顶部和塑料背

衬组成。 

另一个简单的区分方法是花几块钱购买一个验钞机。将探测器的小紫外灯照在飞翠上，如果你看

到荧光灯，那肯定是B级或C级，A级在紫外光下没有变化。 

最近的一种处理方法是用特殊树脂浸渍翡翠。光谱仪分析有助于识别。 

当然，最安全的方法是去国家认证机构对玉器进行鉴定，并获得真品证书。 

合成对应物 通用电气生产了从绿色到淡紫色等多种颜色的合成翡翠，但尚未上市（2022 年）。 

它可能与 伪玉包括多达40 种在考古记录中伪装成玉的其他岩石和矿物。一些最常见的有：蛇纹石、葡萄

石、砂金石石英、蜥蜴石、粗石榴石、绿玉髓和白云石大理石。真玉如何鉴别？ X射线衍射和拉

曼光谱被科学地使用。 

软玉（可分离方式：RI、SG、结构、光谱）、合成硬玉（可分离方式：硬度稍高、无光谱）、复

合翡翠（可分离方式：接合面、夹杂物）、蛇纹石（Bowenite、叶蛇纹石） （可分离方式： RI, 

SG, 光泽, 硬度), Idocrase (可分离: RI, 光谱, 结构), Hydrogrossular garnet (可分离: RI, SG),葡萄石

(可分离: RI, 双折射, 结构), Aventurine Quartz (可分离: RI, SG, 结构, 光谱), Maw-sit-sit (可分离: 颜

色, 结构), Chrysoprase (可分离: RI, SG, 结构, 光谱), Zoisite (可分离 RI, 外观), Prehnite (可分离 vi

a : RI, 外观),滑石(滑石/滑石) (可分离: 硬度),方解石(可分离: 硬度),仿翡翠组装三胞胎: 3 块透明硬玉

与水泥或绿色凝胶 (可分离: 显微镜）。塑料、翡翠玻璃（可分离：硬度）。 

指示性宝石学测

试 

许多中国商人能够通过简单的目视检查，使用普通手电筒，有时甚至通过紫外线灯来判断翡翠的

种类和质量。对于非专家，这些检查可能不会那么及时。标准测试：点折射（因为翡翠通常切割

成曲面）、显微镜、光谱仪和紫外线测试（针对某些颜色）可以给出显着的指示。 

价值 (2021) 高： 100,000+ $ / ct 

非凡的作品 

中等： 1000美元/克拉 

高质量 

低： 1-2 $/ct 

处理过的翡翠 

翡翠的三个最重要的品质，按照对其市场价值的影响顺序，是颜色、透明度和质地（精细、中等

或粗糙）。 在评价熟玉的品质时，必须考虑多个因素：透明度、质地、颜色（正）、饱和度

（弄）、色调（鲜）、分布（君）。 

首先，在荧光和白炽光源下检查颜色。然后检查透明度级别。他们寻找均匀的颜色或令人愉悦的

色斑，还试图注意精细的抛光，确保表面反射不失真。净度（透明度）也很重要，因为任何裂缝

都会严重影响宝石的最终价格。 颜色和透明度（水）是有关系的，好颜色和好水都有，比只有

一个好，价值要大得多。 

典型切割 与大多数宝石材料相比，时尚在翡翠的美丽和价值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通常，最好的等级被

切割用于珠宝，例如凸圆形、手镯或珠子。刀具通常是专门的：一个可以制作戒指，另一个可以

雕刻等等。 

抛光对翡翠尤为重要。精细抛光产生精细的光泽，使光线可以干净地进出半透明或半透明的工

件。判断抛光质量的一种方法是检查一束光线在翡翠表面的反射。经过精细抛光的石头会产生清

晰、不失真的反射，没有“橘皮”或可见的浸没.自 1930 年代以来，形状像中国银杏的双凸圆形被

认为是上等翡翠的理想选择，因为据说凸起的底部可以增加光线返回眼睛，从而增强颜色。然

而，低透明度最好用平底切割，因为腰带下方的任何材料都会增加体积而不会增加美感。空心凸

圆形被认为价值较低。 

雕刻和雕塑 

用于雕刻的翡翠的质量通常低于用于珠宝的翡翠，但仍有一些精美的雕刻翡翠护身符和艺术品。 

怀古（pi） 

中国永恒的象征，这是一个中心有孔的扁平圆盘，通常安装为吊坠或胸针。理想情况下，孔应该

是整个圆盘直径的五分之一，并且准确地居中。它通常用于耳环或袖扣中的小对。 

On an（耳环和马鞍环） 

这对耳环由单块翡翠制成，看起来就像一条简单的翡翠带，上面直接切割了一颗凸圆形宝石。马
鞍环可以让您将最美丽的区域放在环上方，底部相对隐藏。它周围的带子应该有一个统一的颜

色。 

联欢（双圈耳环） 

与产量相比，这些耳环需要大量的原石，因为它们是由两块相同质量的块切割而成，每块都必须

生产两个耳环。其中一对耳环于 1997 年在香港佳士得以 155 万美元的价格售出。 



名石 Trellis Diamond Egg 是August制作的宝石珐琅作品 Holmström于 1892 年在俄罗斯珠宝商 Peter 

Carl Fabergé的监督下。这是为俄罗斯亚历山大三世制作的法贝热皇家彩蛋之一，亚历山大三世

将其介绍给他的妻子玛丽亚·费奥多罗芙娜皇后。 

长约 15 毫米的帝王翡翠珍珠组成的“双喜”项链，于 1999 年在佳士得以 930 万美元的价格售出。 

2016 年 1260 万美元的天堂圈估计为 1260 万美元，2018 年繁荣圈估计为 1430 万美元。 

记录石头 未命名的皇家绿翡翠项链，由 23 颗直径 17.35-20.71 毫米的圆形珍珠组成，创下了翡翠总拍卖价

格的世界纪录。 2012年由天成国际香港（Lot 158）以1.062亿港元（当时约1300万美元）售出。 

卡地亚在香港苏富比拍卖会上购买了由 27 颗圆形珍珠制成的皇家绿翡翠 Barbara Hutton-Mdivan

i 项链（拍品编号 1847） 

2014 年以 214,040,000 港元（或当时的 2744 万美元）。 

薰衣草翡翠项链，于 2018 年在香港保利拍卖 (Lot 2108) 售出，总价为 21,240,000 港元（或当时

的 2,723,077 美元）。 

一块重达近175吨的巨石翡翠。这块巨石高4.3m，长5.8m，重约175吨。据报道，这块硬玉原石

价值约1.7 亿美元。不久之后，在同一地区（克钦邦）发现了第二块重达 260 吨的巨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