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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表 - 一般： Geremige vite - Jere mijevite   

杰玛 - 名字  （意大利语 - Geremigevit

e ） 

（英文 -杰雷米杰维特） 

 （法语- Jeremejevite） 

 （西班牙语 - 耶雷米耶维泰亚） 

 (葡萄牙语- 杰里梅杰维特） 

（泰语 - เจ เร เม เย ว ิเต 

切热我耶 和你） 

（德语- 杰里梅杰维特）     

（阿拉伯语 يريمجيفيت ج  吉里姆吉

菲特） 

 （俄语 - Еремеевец 叶列梅耶韦

茨）  

(普通话-杰里梅杰维特 

Ji é lǐ méi jié wé itè )  

（斯瓦希里语 - 杰里梅杰维特） 

（印地语 - जेरेमेजेविटे 杰里梅杰维

特） 

照片  

  颜色 (GIA) 无色、矢车菊蓝、棕、绿、蓝绿、淡黄棕、淡黄、金黄、

紫（极少见）。它可以显示以不同色调划分的色带。 

颜色的原因 所分析的jeremejevite（少数样品）含有微量的Al（最重要的是铝）和Si、Mn、Fe、Cu、Zn和Ga

（硅、锰、铁、铜、锌和镓）。颜色可能来自铁离子或空原子空间（取决于颜色），但在这方面

没有参考或研究。 

异色宝石 

分类 矿物类 
硼酸盐——无水单硼酸盐 

物种-组（矿物） 
杰里梅杰维特 / - 

种类 
- 

光学特性 比重： 

3.27 至 3.31 
直辖市： 3.28 

RI： 1,638 至 1,650 

偏光镜： DR 

双折射： 0.009 
(0.007-0.013) 

特点 光学

的 

负单轴 

多色性 
中度二色性：无色-+

主色 

Lustre（光泽）——断口的光泽 

 Vitreo - Vietreo  
分散（火） 

0.009 

光 荧光 
SWUV (254 nm) ：惰性 

轻型紫外线 (365nm) ：惰性 

磷光 
 

形式 水晶连衣裙 
 六角棱柱，有时逐渐变细，具有

邻接形状和金字塔形末端 
熔点： 1℃ 

非凡的光学效果 
不 

晶系 
六角形 

双锥体 

水晶类 

化学式 具有可变氟离子和氢氧根离子的硼酸铝 

Al 6 (BO 3 ) 5 ( F, OH ) 3 o 

Al 6 B5O 15 ( OH, F ) 3 

光谱仪图像 

 
不可用 

断裂 

 

剥落 
不 

Breaking - 离别  
。不 

断裂 
圆锥形 

耐用性 硬度（莫氏） -绝对 

6.5-7.5； 186-150 
韧性 

脆弱的 
稳定性（热、光、化学品） 

好的 

清晰度 - 特征 生长和分区线、羽毛、指纹（有时充满液体）、多相夹杂物、

晶体、空心管和铁质斑点。  

II 型或 III 型 
通常/始终包括 

透明度（商业）- 透明度 
透明到半透明 

沉积物——岩石

类型 

稀有，有时是在热液后期形成的花岗伟晶岩物质。 它作为花岗伟晶岩的晚期热液相出现，与钠

长石、电气石、石英和很少的石膏有关。 



地质年龄： 500-1.5亿年 

原石的特点 长棱柱状、细长、管状和锥形晶体。圆形、不规则或有时缩进的终端和棱柱面，由邻平面修改。

有时是六角形；拉长的晶体；还有小颗粒，针状聚集体，呈球状。 

主要存款 大部分优质材料来自纳米比亚的Erongo地区（靠近 Cape Cross，斯瓦科普蒙德）。 

其他存款： 
缅甸（曼德勒和实皆地区） 、俄罗斯（外贝卡尔斯基 Krai ），塔吉克斯坦（戈尔诺-巴达赫

尚），马达加斯加，斯里兰卡，德国（埃菲尔区，仅限微晶）。 

发现年份 1883 年：1883 年在俄罗斯东西伯利亚的内尔钦斯克地区的索克图伊山附近的花岗岩碎片中首

次发现小单晶，长期以来，它只能以微观颗粒的形式获得。 

历史 但在1973 年，在纳米比亚斯瓦科普蒙德以北一个名为“ Mile 72”的小型伟晶岩矿中发现了第二个 j

eremejevite 。该矿由著名的矿产贸易商Sid开采 彼得斯。只发现了一些晶体，呈现出美丽的蓝

色。 1976年，发现了一个口袋，其中生产了大约 100 颗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好的蓝色jeremejevite 

晶体。它们的长度可达 5 厘米，直径可达 0.5 厘米。 

然而，宝石工匠从这种材料中切割出的宝石很少，因为最欣赏这些标本的是矿物收藏家。最近在

纳米比亚和其他地方的其他地点发现了这种宝石，使得材料具有更广泛的浅色。除了无色、浅蓝

色和黄棕色外， jeremejevites还可以呈现绿色、浅黄色、金黄色，甚至紫色。 

年 3月，在Ameib农场的一个孤立浮雕顶部附近发现了含有 jeremejevite 的伟晶岩，靠近Davib-o

st农场的边界，位于Erongo山脉南侧Tubussis村和Usakos镇之间。 .自2006 年以来， Usakos附近

的一个名为Ameib的农场偶尔会生产出优质晶体，从中切割出颜色精美且尺寸惊人的宝石（对于 

jeremejevite，这意味着超过 1 克拉）。 

名称：以俄罗斯矿物学家、工程师和圣彼得堡科学院教授的名字命名。帕维尔·弗拉基米罗维奇 J

eremejev ( Павел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Еремеев , 1830-1899)，他收集了第一批标本并认为这是一种新

矿物。 

其他商品名称： Eremeevite ， 杰里梅耶维特，杰里梅杰夫特，杰里梅杰维特，杰里梅杰维特。 

品种：/ 

属性属性 Jeremejevite 是一种在冥想期间使用的工具。 

任何患有社交焦虑症或面临优越或自卑情结的人都将从这颗宝石中受益匪浅，因为它可以提高他

们的自我意识和对生活目标的理解。它还可以提醒人们他们超出了社会标准。真正实现人生目标

的唯一方法是接受自己并忠于这一点。这块石头最大的力量是恢复失去的信心和对自己能力的信

心。 石头的力量提醒人们，尽管发生了变化，但生活仍在继续。 众所周知，这种石头即使在抑

郁症中也能提供能量支持，因为它可以释放压力并灌输内心的平静。 

在身体健康方面，据说这种宝石有助于对抗异常细胞生长。石头还有助于改善结肠功能、胃或肠

道问题。在气候恶劣的地区，这种水晶可以帮助治愈由冬季寒冷引起的冻伤和其他逆境。 最

后，它的作用可以激发千里眼和解释通灵视觉的能力。如果您从事通灵工作，这将非常有用。 

压电矿物。这意味着它在受到压力时会发电。 

星球：不适用 

月份：不适用 十二生肖：双子座 

脉轮： 心脏，第三只眼 

治疗 没有已知的芽的治疗或改善。 

合成对应物 合成 jeremejevite 存在，但仅以微晶形式存在，并且作为 OH 端的成员 - 不存在氟 (F) - 用于研究

目的。珠宝中没有已知用途。有一些人工组装的jeremejevite标本，其中jeremejevite晶体粘在长

石上。 

它可能与 尤其是海蓝宝石和黄玉。它可以是无色、淡黄色和浅蓝色到略带紫蓝色的，因此几乎可以与任何

其他类似颜色的宝石混淆。识别是通过测量物理特性来实现的，例如折射率。 

指示性宝石学测试 它是一种不常用于识别的石头。外观、折射率和双折射应该足以将其与其他可能看起来或多或少

相似的宝石区分开来，同时考虑到这种稀有水晶可以呈现的颜色调色板/ 

价值 (2021) 高： 2000 美元/克拉 

3 克拉 + 

中等： 1000美元/克拉 

1-3 克拉 

低： 200美元/克拉 

克拉以下 

典型切割 根据可用的少量信息，jeremejevite 可以毫无问题地切割和抛光，并且对热没有反应。有吸引力

的无色、淡黄色或蓝色刻面宝石的重量很少超过一克拉。 

名石 就这颗宝石而言，没有特别出名的宝石。 

记录石头 斯瓦科普蒙德水晶可以生产重达约 5 克拉的刻面宝石。然而，这种材料的刻面宝石的典型尺寸范

围从小于 1 克拉到约 2 克拉不等。 



在 2008 年图森宝石和矿物展上，展出了一颗来自马达加斯加的 59.58 克拉多面宝石。 2014 年，

《宝石学杂志》发表了一项关于1990 年代在斯里兰卡发现的254 克拉原油中切割而成的重达 10

6.50克拉的刻面杰雷梅杰维石的研究，这是已知的最大的。 

另一个重要的标本重45.61 克拉，由 Joseph Fam （新加坡）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