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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表 - 一般： O p a l e  

杰玛 - 名字  （意大利语 - 蛋白石） 

（英文 -蛋白石） 

 （法国-蛋白石） 

 （西班牙语 -奥帕洛） 

 （葡萄牙语- opala ） 

（泰语 - โอปอล ์xo pxl ̒ ) 

（德语-蛋白石）    

（阿拉伯语 - أوبال 糟糕） 

 （俄语 - Опал 欧泊)  

（普通话-白石给nbáishí ） _ _  

（斯瓦希里语 -蛋白石） 

（印地语 - दूधिया पत्थर 多迪亚 帕塔尔） 

照片  

 

颜色 (GIA) Opal Body Tone Guide是由澳大利亚 Opal 协会设计和创建的，

用作对基石（主体）色调进行分类的指南 蛋白石行业后来为许

多类型的蛋白石提供了该指南，包括埃塞俄比亚蛋白石。 

“Body” Tone N1 - N4 - 适用于黑色色调的体型，通常在 Lightni

ng Ridge 开采。 

“主体”色调 N5 - N7 - 用于浅色蛋白石，但已用于Coober蛋白

石 Pedy （透明/白色）和埃塞俄比亚蛋白石。 

还有一个蛋白石亮度指南，有助于用肉眼为蛋白石的亮度分配

一个值。 

蛋白石亮度可以描述为： 

生动，非常明亮，明亮，温和，柔和。 

彩色游戏包括黄色、红色、橙色、绿色、紫色、棕色、黑色、

蓝色。红色通常不太常见，当它出现时，石头通常会获得更大

的价值...... 

颜色的原因 珍贵的蛋白石呈现出可变的内部颜色，虽然它是类矿物，但它具有内部结构。在微观尺度上，珍

贵的蛋白石由直径约 150-300 纳米（5.9 × 10-6-1.18 × 10-5 英寸）的二氧化硅球组成，呈六边

形或立方晶格。 

蛋白石是多色的，由规则排列的二氧化硅小球组成，球之间有水。球体衍射白光，将其分解为光

谱的颜色。这个过程被称为“乳光”。较大的球体提供所有颜色，较小的球体仅提供蓝色和绿色。

以红色为主的蛋白石非常罕见，因为它们只出现在较大的二氧化硅球体沉积的地方。 

分类 矿物类 
氧化物和氢氧化物 -类矿物 

物种-组（矿物） 
蛋白石 

种类 
许多（见下面的列表） 

光学特性 比重： 

1.25 - 2.23 

常见的2.09 

RI：介于 1,370 （墨西哥）和 1,470 

偏光镜： SR 

双折射：否 

特点 光学

的 

各向同性 

多色性 
 

不 

Lustre（光泽）——断口的光泽 

玻璃质的、蜡质的、油腻的、不透明的—— 新鲜骨折处玻

璃体或油性。如果腐蚀、多孔或非常不纯，则无光泽或蜡状。 

分散（火） 
 

没有任何 

光 荧光 
SWUV : 频繁 - 白色、绿色或黄色 

LWUV ：白色、蓝色、黄绿色 

磷光 
稀有——黄绿色 

火欧泊： 

形式 水晶连衣裙 
无定形，有不规则的静脉，在肿

块中，在结节中 

非凡的光学效果 
色彩游戏（乳光，一种白光和彩虹

色） 

晶系 

固体无定形 

水晶类 

化学式 二氧化硅（+水） - 水合二氧化硅 

 

SiO 2 (+ nH 2 O) 

光谱仪图像 

 
检测不到  

断裂 

 

剥落 

不 

Breaking - 离别  

不 

断裂 
不规则、碎裂、贝壳状 

耐用性 硬度（莫氏） -绝对 

5½ - 6 (稀有 6½) - 60-72 (稀有 86 ) 
韧性 

脆弱的 
稳定性（热、光、化学品） 

从稳定到脆弱（害怕干燥环境、高温

和温度突然变化） 



清晰度 - 特征 典型夹杂物：  

夹杂物不是决定性因素，除

了那些决定颜色播放效果的

因素。它们是区分天然石和

合成石的主要特征之一。 最

常见的天然内含物是：  

砂：通常主砂岩的剩余部分

或孔不被  POC 或色条切

割。 

另一种矿物的晶体，如石膏或褐铁矿。 

基质- 一种略有不同的蛋白石二氧化硅。 

编织物：一种网状夹杂物，有时是罐状或类似材料，散布在整个 POC 中。 

Ironstone - 在 Boulder Opal 对面 

流体夹杂物：水，有时沸腾或两相。 

家伙 - 
不适用 

透明度（商业）- 透明度 
从透明到半透明到不透明 

沉积物——岩石

类型 

火山凝灰岩、玄武岩的变化。深水海洋二氧化硅沉积物。 opal-C、opal-CT和opal-AG的形成仅

限于低压和低温环境。 

年龄：145-1000万年。该溶液被认为在40 米深度处的500 万年内沉积速率约为 1 厘米

厚。如果该过程允许球体达到均匀的尺寸，则珍贵的蛋白石开始形成。 

原石的特点 欧泊分为4 种类型： 

- Opal-CT：含有方石英-鳞石英 

- Opal-C：含有方石英 

- Opal-AG：无定形（ Amorphous -Gel）（无定形二氧化硅球体紧密结合在一起形成衍射光栅，

形成珍贵的蛋白石）。 

Opal-AN：无定形（Amorphous-Network（发现为透明石）。 

一些最受欢迎的品种： 

Potch : 一文不值的蛋白石 

Opal -AG一种蛋白石，由无定形二氧化硅的聚集球体组成，中间有水填充。宝贵的 蛋白石和Pot 

蛋白石由这种类型的结构组成 - 区别在于球的大小和包装的规律性。 

蛋白石-AN 蛋白石-AN 是具有玻璃状结构的无定形蛋白石的术语（ Graetsch ，1994）。名称中

的“A”代表无定形；下标“N”表示其结构类似石英玻璃的网状；但是，它仍然含有大约 3-8% 的

水。 

Opal-C一种由无序α-方石英组成的蛋白石。 

Opal -CT它由堆积的微观球体（150-300 nm）组成，由方石英和/或鳞石英的微小微晶晶体组

成，含水量高达 10%（重量）。 

水蛋白石，或。锡兰的，月长石的同义词，正长石的品种 

铝方解石各种带有氧化铝和石灰杂质的蛋白石。 

Amatite Opal由富含二氧化硅的温泉沉积的厚土堆形成。 

琥珀欧泊一种棕黄色的欧泊，类似于琥珀。 

安第斯蛋白石 来自秘鲁的蓝绿色蛋白石。 

Andenopal来自秘鲁的粉红色蛋白石品种的德国名称（Catamarca？）。 

班火 蛋白石一种珍贵的蛋白石，其带显示出色彩的变化。 

黑欧泊是最有价值的欧泊类型，这种珍贵的欧泊品种具有深色背景色。 

蓝色蛋白石半透明的蓝色蛋白石，没有颜色变化。颜色的原因可能是光散射效应，有时也可能是

金孔雀或其他矿物质的微观混合物。 （另见“安第斯蛋白石”） 

骨蛋白石 取代化石骨骼的蛋白石。 

壳牌蛋白石 蛋白石取代化石壳。 

Wood Opal 已取代化石木材的蛋白石。 

Boulder Opal一种在澳大利亚昆士兰发现的珍贵蛋白石，在砂岩/铁巨石内部和周围以裂缝或涂

层的形式出现。 

猫眼蛋白石一种罕见的猫眼蛋白石，呈现出细细的火线。 

樱桃蛋白石一种常见或珍贵的蛋白石，以红棕色为特征。 

菊石 过渡蛋白石/与绿玉髓混合的富镍绿色品种 



菊石 (by Schumann)由于镍的存在，普通苹果绿蛋白石的半透明品种。 

蛋白石 赞美诗 一块绿色蛋白石。 

Claro Opal珍贵的透明墨西哥蛋白石，色彩丰富（红色、绿色、蓝色和黄色）。 

普通蛋白石一种不呈现任何火焰的蛋白石。 

Contra Luz Opal一种珍贵的蛋白石，只有在灯光下才能看到颜色的变化。 

水晶蛋白石一种透明至半透明的珍贵品种 在表面和内部都可以看到颜色变化的蛋白石。 

Forcherite一种从黄色到橙色的蛋白石，其颜色归因于雌黄和雄黄的微观内含物。最初的路标来

自奥地利施蒂利亚州克尼特尔费尔德 Ingering山谷的Holzbrücken磨坊。 

吉拉索尔 带红色亮点的蓝白色半透明蛋白石。这个名字至少可以追溯到 1837 年。与Girasol 相比 

石英的名字来源于这种材料。 

Golden Opal黄色或金色蛋白石的名称 

丑角蛋白石各种珍贵的蛋白石，其中颜色的变化以生动的丑角图案排列，呈菱形或矩形。 

蜂蜜 蛋白石棕橙色蛋白石的不必要名称。 

Hyalite蛋白石的一种无色品种。 Hyalite 是一种蛋白石-AN，一种含有约 3-8% 水的无定形石英玻

璃。 

由于它具有不同的结构，它不会显示出珍贵蛋白石中的乳光（颜色变化）。透明石以球形和... 

Hydrophane一种在浸入水中时变成半透明或透明的蛋白石，典型的埃塞俄比亚宝石。 

异戊二烯 不纯的深红色蛋白石 

碧玉蛋白石由蛋白石胶结的角砾化碧玉。 

Opal -Jasper一种黄色碧玉色的蛋白石。 

果冻 蛋白石 具有果冻状外观和蓝色光泽的透明蛋白石。 

莱科索斯 具有乳白色背景颜色的蛋白石品种。 

白色蛋白石 珍贵的蛋白石有白色背景。 

柠檬蛋白石各种颜色的蛋白石的另一个不必要的名称。 

Opal Levin珍贵的蛋白石，具有长而微妙的闪电般的闪光。 

肝 蛋白石/肝蛋白石各种深棕色蛋白石的传统名称。也用作脑膜炎的同义词。 

Lluvisnando 蛋白石淡黄色蛋白石 

Mascareignite蛋白石二氧化硅的一种形式，源自植物。主要是草和硅藻的硅质残骸。最初从留

尼汪岛报道。 

墨西哥火蛋白石 来自墨西哥的透明红色蛋白石。 红色，棕红色至棕橙色，透明至半透明。 

Noble / Precious Fire Opal 火蛋白石呈现出一种色彩。 

牛奶蛋白石 白色蛋白石。 

麝香蛋白石蛋白石，通常是绿色硅酸盐。 

Opal Mother以蛋白石为混凝土的砂岩或黑色石。 

山蛋白石名称对于火成岩蛋白石不是必需的。 

缟玛瑙蛋白石 带状蛋白石让人联想到 Onyx 

橄榄石蛋白石 橄榄石蛋白石是由蛋白石的相互连接的球形颗粒或鲕粒组成的各种蛋白石。 

蛋白石矩阵母岩上的蛋白石薄层术语。 

欧泊-玛瑙各种欧泊，呈现玛瑙状彩色条带。 

蛇纹石蛋白石的蛋白石假形体。一个地方术语。 

涂有薄蛋白石涂层的Painter Boulder砂岩巨石。 

菠萝蛋白石Ikaite后蛋白石的假晶形 

Pinfire Opal具有非常小的针头大小的颜色闪烁。 

填充长圆柱形空腔的管蛋白石蛋白石。 

沥青蛋白石一种带有沥青光泽的黑色蛋白石。 

Precious Opal / Noble Opal一种珍贵的蛋白石宝石，呈现乳光。 

最有价值的蛋白石是蛋白石-AG。由于来自大约相等大小的亚微观二氧化硅球的规则堆积的光的

衍射，它显示出颜色的变化（“乳光”）（Jones 等人，1964；Sanders，196 ... 

吡喃烷 蛋白石的颜色似乎随机游荡。 

昆西特 蛋白石玫瑰色至粉红色蛋白石。 

最初由法国中心布尔日的 Quincy-sur-Cher 描述。 

放射石 蛋白石 由放射状外骨骼包裹体着色的烟熏棕色蛋白石。 

红色闪光蛋白石珍贵的蛋白石，在转动石头时会出现和消失的红色闪光。 

树脂蛋白石 一种常见的黄棕色蛋白石，具有树脂光泽。 

Slocum Stone合成生长的蛋白石 

清洗蛋白石冲积卵石的蛋白石。 



蜡蛋白石 带有蜡状光泽的黄色至棕色蛋白石。 

Yowah Nut小圆形砂岩鹅卵石浸渍珍贵的蛋白石。 

最初报道于澳大利亚昆士兰州的Yowah Opal Field。 

主要存款 珍贵的蛋白石（有颜色的游戏）： 

贵族蛋白石 - 主要矿床：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昆士兰州、中北部/库伯 佩迪/ 西北省Minta

bie / 斯图尔特货架 Andamooka Ranges-South Australia, Cowarna Downs Station / Coolgardie -W

estern Australia),埃塞俄比亚（North Shewa Zone- Amhara 地区）、巴西（ São Geraldo do Arag

uaia-Pará）、墨西哥（火蛋白石、水晶）、瓜纳华托、哈利斯科、纳亚里特、克雷塔罗）、美国

（内华达州、爱达荷州） 

少量矿床：加拿大、西班牙、印度尼西亚、匈牙利、洪都拉斯、索马里兰、斯洛伐克、德国、秘

鲁（蓝色、粉红色无乳光）、新西兰、俄罗斯、 

普通蛋白石 （无乳光）：阿富汗、阿尔及利亚、安哥拉、南极洲、北冰洋、阿根廷、大西洋、

塔斯马尼亚、奥地利、玻利维亚、保加利亚、柬埔寨、喀麦隆、佛得角、智利、中国、哥伦比

亚、哥斯达黎加、捷克共和国、丹麦、刚果民主共和国、埃及、法罗群岛、斐济、芬兰、法国、

格鲁吉亚、希腊、格陵兰、危地马拉、冰岛、印度、印度洋、伊朗、以色列、意大利（撒丁

岛） 、日本、约旦、哈萨克斯坦、肯尼亚、科索沃、利比亚、马达加斯加、马来西亚、马里、

马绍尔群岛、毛里塔尼亚、蒙古、摩洛哥、缅甸/缅甸、纳米比亚、北马其顿、挪威、阿曼、太

平洋、巴基斯坦、巴布亚新几内亚、巴拉圭、波兰、葡萄牙、罗马尼亚、卢旺达、圣卢西亚、沙

特阿拉伯、塞尔维亚、南非、韩国、泰国、斯里兰卡、瑞典、瑞士、塔吉克斯坦、坦桑尼亚、泰

国、土耳其、英国、乌克兰、越南、津巴布韦、玛氏、 

发现年份 公元前4000年：在肯尼亚的一个山洞里，著名人类学家路易斯·利基发现了已知最早的蛋白石

制品。可以追溯到公元前 4000 年左右，它们很可能来自埃塞俄比亚。 

历史 在东非发现了几千年的蛋白石制品。早在公元前 250 年，罗马人就重视蛋白石。罗马可能从位于

Cervenica或Cernowitz （今天 乌克兰切尔诺夫策）。据说马可安东尼奥喜欢这块石头。事实

上，据说他非常渴望罗马参议员诺尼奥拥有的杏仁大小的蛋白石，以致在他拒绝以 2,000,000 塞

斯特塞斯的价格将其卖给他后将其驱逐。据说罗马将军想要这颗宝石作为礼物送给他的情妇克娄

巴特拉七世。另一个传说说，一位罗马皇帝提出用他广阔王国的三分之一换取一颗蛋白石。 大

约在公元 1 世纪中叶，著名作家、罗马学者普林尼 (Pliny) 对蛋白石的描述是：“具有红宝石（红
宝石或石榴石）的明亮火焰、紫水晶的光彩紫色、祖母绿的海绿色等等。那些闪闪发光的颜色以
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方式混合在一起。”  
1849 年，德国地质学家 Johannes Menge在安加斯顿(SA)附近首次发现了澳大利亚常见的蛋白

石。 昆士兰州的Yowah于 1880 年开始吸引矿工，1890 年在 White Cliffs (NSW)、1896 年在Opa

lton ( Qld ) 和 1905 年在 Lightning Ridge (NSW) 开始吸引矿工。 

1829年，小说《盖尔斯坦的安妮》（Anne of Geierstein ）赋予蛋白石不吉利或带有邪恶之眼的名

声。一些人认为，这种不良宣传策略是故意的，旨在保护钻石市场免受可能来自蛋白石的竞争。 

在 19 世纪和 20 世纪之间，许多皇室将它们用作珠宝，其中著名的是法国和拿破仑。伟大的跨阿

尔卑斯领袖向他的皇后约瑟芬赠送了一颗名为“特洛伊的燃烧”的华丽蛋白石，它散发出绚丽的红

色光芒。澳大利亚在那个历史关头成为世界领先的蛋白石生产国，即使在现在也保持着这一地

位。 

1900 年之前，原蛋白石从新南威尔士州的主要收获营地 White Cliffs运出，然后运往德国进行切

割和抛光。渐渐地，专业的切割师开始出现在各个领域。他们为自己配备了旧的脚踏缝纫机或自

行车，并用这些设备设计了用于处理宝石的创新工具。 1907 年在老城的瓦兰古拉 Opal Fields

（后来被称为 Lightning Ridge Opal Fields），第一个出现在当地的宝石厂，他的名字叫 Charles 

Deane 。 1908 年，一场蛋白石热潮席卷而来，切割工们定居在一个 3 英里长的区域，称为 3 英

里内的内特尔顿。许多早期的矿工自己切割石头，但他们经常做的非常粗暴。它们的商业价值主

要在1900 年至 1932 年间增加。  

1915 年，一群淘金者正在阿德莱德西北部探索维多利亚大沙漠。据说有一天晚上，一个 14 岁的

男孩意外发现了一颗高贵的蛋白石。这一发现开启了一场“蛋白石竞赛”。在很短的时间内，建立

了斯图尔特山脉蛋白石场的定居点，今天被称为库伯 佩迪。直到 2000 年代初，库伯 Pedy提供了

世界上大约 95%的白蛋白石。 

埃塞俄比亚宝石蛋白石的第一份发表报告于1994 年出现，在门茨区发现了珍贵的蛋白石。 Gish

e ，在北舍瓦省。 

名称：蛋白石还是蛋白石？ 这个名字既可以是阳性的，也可以是阴性的。阳性形式似乎是主要

的形式。 



这个名字的来源是不确定的。它可能源自梵语upala ，意思是“石头”或“宝石”，然后传递给希腊语

ὀ πάλλιος -opallios ，然后是拉丁语opălus （意思是“宝石”），最后是法国蛋白石和古老的意大

利语opal / opala ，因此是现代蛋白石形式。 Pliny 也可能将宝石称为paederos 。 

属性属性 由于蛋白石具有其他宝石的颜色，罗马人认为它是最珍贵和最强大的。贝都因人认为蛋白石含有

雷击，并在雷暴时从天而降。 

在物理治疗中，据信它可以帮助治疗感染和降低发烧以及增强免疫系统。如果胸部或呼吸系统收

缩，它也可以帮助缓解这种压力，让呼吸变得轻盈。那些与长期疾病或慢性病作斗争的人可以在

这块石头中找到一个坚实的旅行伴侣，它可以帮助恢复完全的健康。 

蛋白石还可以帮助肝脏功能良好，并可以减轻与经前综合症和分娩相关的疼痛。它还可以很好地

支持更新皮肤细胞，使它们年轻，并加强指甲和头发的状况。对于那些为保水而苦苦挣扎的人，

这颗宝石可以帮助他们。 

它还可以带来内在的平衡与和谐。蛋白石接受一个想法或感觉，放大它并照亮它，以便可以清楚

地看到它。 

Opal 邀请我们放下旧伤、旧模式和旧联系，并记住生活的教训，而不会让位于痛苦。它也被称

为希望和积极改变的石头，它邀请您承担责任并控制自己的行为。 

由于其不同的色调，蛋白石与每一个脉轮相关联。它还与更高的交流以及精神和天使的领域有

关。 

与水完美结合。 

是结婚 14 周年的绝品 

行星：金星 

月份：十月（官石）      十二生肖：天秤座 

脉轮： 取决于品种或颜色： 

黑色/巨石蛋白石 - Root Chakra - 增强安全感和信心 

火欧泊 -骶脉轮- 增加性欲和生育能力 

黄色蛋白石 -太阳神经丛脉轮- 治疗肝脏、胃和胆囊问题 

绿色或粉红色蛋白石 -心轮- 消除嫉妒和怨恨 

蓝蛋白石 -喉轮- 改善沟通和喉咙/甲状腺问题 

紫色蛋白石 -第三只眼脉轮- 增加决心和信念 

白蛋白石 -皇冠脉轮 - 治疗头痛和偏头痛 

治疗 裂缝的填充和上油 

通过尝试用“光学元件”或类似的树脂材料填充破裂的裂缝来处理破裂的蛋白石。也称为处理（为

了耐用性）是将沙点研磨到宝石的黑色罐中并用树脂填充留下的孔，尽管此过程可能永远不会到

达颜色条并且在蛋白石中看到正面朝下。 

树脂 

最近使用了昆士兰巨石蛋白石化妆处理。一些昆士兰巨石蛋白石就是这样处理的。问题在于，通

常自然附着在其铁石宿主上的蛋白石有时无法完全附着在铁石上，这可能是由于一层沙子或淤

泥。该处理填充了蛋白石层和铁石支撑之间的结合，没有精密的分析设备很难观察到该处理，但

该处理的应用非常有限。 

表面涂层 

最近已经确定，一些昆士兰巨石蛋白石标本已经通过沉积一层氧化铝 (Al2O3) 来处理，以克服一

些蛋白石的柔软性。蛋白石的莫氏硬度为 5-6，而氧化铝的硬度为 9。这种处理目前非常有限，

但是如果它变得普遍，如果没有适当的分析设备，将很难检测到。 

炭化 

基质蛋白石的碳化涉及将石墨碳颗粒放入孔或空间中的任何过程或方法，特别是“基质”型蛋白

石，以增强材料的“黑色”体色，然后模仿“黑色蛋白石”。显微镜下观察到蛋白石材料中的黑色“斑

点”或斑点区域。 

酸和糖 



这是最常见的蛋白石处理形式，通常应用于Andamooka基质蛋白石。这个过程很简单。基质蛋

白石被切割和抛光成型，然后在饱和糖溶液中“烘烤”。一段时间后，蛋白石被取出并浸入浓硫酸

溶液中。酸和糖的反应将碳作为黑点置于基质蛋白石的多孔表面层中，使其变黑，从而模仿黑色

蛋白石。 

煤炭与吸烟的治疗 

这种形式的蛋白石处理在整个历史中都有记载。据说可以将蛋白石基体用报纸或树皮等包裹起来

放入火中，使材料碳化，使碳沉积在蛋白石基体中。最近，这种形式的处理已应用于埃塞俄比亚

“hydrophane”蛋白石的多孔品种。 

合成对应物 1970 年代初期，密歇根州罗切斯特的约翰·斯洛克姆（John Slocum）推出了最著名的蛋白石仿制

品之一。在这种仿制品中，将金属箔薄片结合到玻璃中以产生薄膜干涉色，让人联想到天然蛋白

石中的“色彩变化”。 1972 年，Pierre Gilson 开始生产不需要聚合物浸渍的真正合成蛋白石。最初

的仿制品可分为 2 种主要类型：带有“乳胶”球体（实际上是聚苯乙烯）的塑料品种和基于二氧化

硅的品种。合成蛋白石和仿制品已由包括京瓷、 Almaztechnocrystal和Openallday Pty在内的其他

制造商多年来生产， 但最近的发展是由日本京瓷和其他公司制造的类似蛋白石的塑料。这种新

材料是 80% 的塑料和 20% 的二氧化硅。另一种最近的产品是Sanwa - Hong Kong 的产品，称为Be
llo Opal ，一种用聚合物浸渍的合成蛋白石，有 92 种颜色可供选择，例如绿色蛋白石、蓝色蛋白

石、白色蛋白石、粉色蛋白石、黄色蛋白石、紫色蛋白石、黑色蛋白石。 .. ETC。 

它可能与 合成蛋白石、双胞胎、三胞胎。 Opal Doublets / Opal Doublets 由 2 层组成，它们用胶

水粘合在一起。这两层是； 

它们可以粘在黑色背衬上，该背衬基本上由黑色罐装、黑色工业玻璃、硬塑料或棕色铁

石和玻璃体制成。它们也可以粘在一片薄薄的蛋白石上，通常是白色或水晶蛋白石。尽

管双峰蛋白石的厚度可能会因某些无法控制的因素而有所不同，但事实证明它仍然比三

峰蛋白石中的厚度要厚得多。 

指示性宝石学测

试 

最重要的测试是关于显微镜下检查的测试。贵族蛋白石只能与它本身混淆，但在其合成

或组装版本中。当涉及双胞胎或三胞胎时，分离平面通常很明显，尤其是在使用不同类

型的照明从侧面观察时。要发现人造蛋白石，您需要从各个角度观察宝石。人造石的颜

色排列非常规则（通常）在石头内的列中，尽管它们经常被切割以隐藏此特征。在蛋白

石仿制品中立即引起注意的第二个特征是每件作品中重复相似的颜色和设计。仔细观察

会突出一些典型的方面，例如“蜥蜴皮”或“蛇皮”效果和堆叠的管状纹理。 

天然宝石通常没有完美的形状，因为有时会选择不规则的形状来展示宝石的最佳品质。 

价值 (2021) 高： $ 10,000-100,000 / ct 

3 克拉 + 

中等： 200-500 $/ct 

1-3 克拉 

低： 5-10美元/克拉 

克拉以下 

典型切割 在凸圆形中，蛋白石层通常非常薄且不规则，颜色的变化通常受到限制 

名石 《黑王子》 

“黑王子”，原名“丑角王子”，于 1915 年在澳大利亚电话线被发现，重 181 克拉，一侧有国旗图

案，另一侧为红色。在被发现后，这颗瑰丽的蛋白石被一位在英国富有的北美买家买下，后来捐

赠给了纽约自然历史博物馆。随后，这块石头被搬到了洛杉矶的森林草坪纪念公墓。 

“澳大利亚的骄傲/红皇帝” 

这颗 225 克拉的宝石是双面的。背面的那张是浅色的，带有丑角的色彩排列，与主脸完全不同，

呈现出深沉、丰富的色彩闪烁。 1920 年，它以 2000 英镑（连同其他三个）被购买，然后，在 1

950 年之后，它与黑王子一起被盗，它的位置至今仍是一个谜。 

女王/火女王 

这颗宝石于 1906 年 11 月被发现，重近 900 克拉。它以 100 英镑的价格卖给了一个不知名的买

家，后来又多次易手。它在芝加哥博物馆的价值为 40,000 英镑，然后在 1940 年代更名并以 75,0

00 英镑的价格卖给了约翰·D·洛克菲勒。 

记录石头 “火焰女王” 

它是在 1918 年通过一条 70-80 厘米宽的隧道在地表以下 12 米处提取的。这颗原石最初的出价

仅为7 英镑，但后来以 93 英镑的价格售出。它重 253 克拉，以红色和蓝绿色为主，搭配各种颜

色组合。它在 1980 年以 100 万美元的价格转售。 

南极光 

它于 1938 年在闪电岭被发现，被认为是世界上最珍贵的黑欧泊之一。椭圆形、切割和抛光的石

头以黑色背景上的红色、绿色和蓝色为主色的丑角图案为特色。它重 180 克拉。蛋白石的稀有性

来自它的大小和强烈而充满活力的色彩。它在 2005 年价值1,000,000 澳元。 

哈雷彗星 



它重1982.5 克拉。它于 2006 年以 120 万澳元的价格出售。这颗宝石在绿色和橙色之间有厚厚的

一层，被认为是闪电岭发现的同类宝石中最大的。 

处女的彩虹 / 处女彩虹 

这颗令人难以置信的 72.65 克拉宝石于 2003 年由一名孤独的矿工用挖掘机在一个旧矿坑中工作

时发现。它是在一种名为Belemnita的乌贼化石中形成的。 2016年，其价值估计超过100万美元，

被阿德莱德的南澳大利亚博物馆收购。 

1000 万美元的蛋白石收藏 

2018 年，私人收藏的蛋白石开始在世界各地旅行；然而，它被私下展示给收藏家。由 12 颗在 1

00 年间获得的各种形状和大小的未切割和未经处理的黑欧泊组成。该系列由一群 Lightning Ridg

e 矿工收集。收藏品的重量从 21 到 6,085 克拉不等，其价格估计为 1080 万美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