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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表 - 一般： Pietra di Luna 

杰玛 - 名字 （意大利语-Pietra di Luna） 

（英语-月光石） 

 （法语- pierre de lune） 

 （西班牙语- 彼德拉德拉卢纳） 

 （葡萄牙语- piedra de la luna ） 

(泰语- มูนสโตน mūns ̄吨) 

（德语-蒙德斯坦）    

(阿拉伯语- حجر 回复 哈杰尔 阿尔卡

马尔） 

 (俄语- лунный 卡马尼丁  

伦尼 假面')  

(普通话-月光石Yuè 广式 )  

（斯瓦希里语- jiwe la mwezi ） 

（印地语 - ज़ुल्तानाइट 祖塔奈特） 

照片  

 

 

颜色 (GIA) 无色，白色，带有银色反射的迷人 或蓝色、橙色、绿色、褐

色、红色。 

在极少数情况下，多色席勒会显示蓝色和绿色和/或橙

色，这种现象称为拉布拉多光。虽然这种石头通常被称

为“彩虹月长石”，但从技术上讲，它们是拉长石的变

种，而不是月长石。 Labradorescence 不同于adularesc

ence。 

颜色的原因 到宝石中交替的正长石和钠长石薄层时，会引起光的衍射，从而产生白光。这会在宝石

内产生一种漂浮的、云状的、蓝到白光的外观。如果钠长石晶体非常细，则产生蓝色光

泽。 （正长石和钠长石的细板由于冷却不混合而相互分散）。如果钠长石板厚，则光

泽为白色。正长石月长石的体色通常是由于其铁含量，可以是白色、米色、棕色、红棕

色、橙色、绿色或黄色。针铁矿（氧化铁）的夹杂物导致红色。 

在美国新墨西哥州的格兰特县发现了多种含有山尼丁正长石的月长石。也是寡长石斜

长石的固体组合 +/- 正长石钾长石也可以生产月长石样品。 

分类 矿物类 
硅酸盐 

物种-组（矿物） 
正长石 - 长石 

种类 
月长石 

光学特性 比重： 

2,520-2,750直辖

市： 2,690 

： 1,518-1,525（最多 1,568） 

偏光镜： DR 

双折射： 0.005–0.008 

特点 光学

的 

负双轴 

多色性 
不 

Lustre（光泽）——断口的光泽 

玻璃质的，珍珠般的—— 玻璃质，珍珠色 

分散（火） 
不 

光 荧光 
SWUV ：橙色、粉色（稀有） 

LWUV ：惰性或蓝色。粉红色/红色（稀有） 

磷光 

不 

形式 水晶连衣裙 

棱柱形 

 
熔点： 599℃ 

非凡的光学效果 
Adularescence (shiller ) , 贞

洁, asterism (稀有, 4 光芒) 

虹彩（彩虹月长石） 

晶系 
 

单斜 

水晶类 

化学式 铝硅酸钠和钾 

 

KAlSi 3 O 8 

光谱仪图像 

 

不适用 

断裂 

 

剥落 

完美：2个方向，不完美：1个

方向 

Breaking - 离别  

是的 

断裂 
不规则 - 贝壳状 

耐用性 硬度（莫氏） -绝对 

6-6.5; 72-86  
韧性 

脆弱的 
稳定性（热、光、化学品） 

低的 



清晰度 - 特征 典型内含物：月长石是少数具有如

此特征内含物的宝石之一，看到它

们就可以确定其身份。它们包含沿

着由外溶压力产生的材料主体中的

初始裂缝的小裂缝系统。这些特殊

的夹杂物由平行于晶体垂直轴的短

对狭缝和垂直延伸的较小的狭缝组

成。在显微镜下看，它们像多条腿

的昆虫，被称为“蜈蚣-千足虫”。

由于应力开裂或空洞，月长石还具有

矩形暗区。有时，空洞会从这样一个矩形暗区延伸，形成一个逗号形的夹杂物。缅甸月

长石通常具有定向针状内含物。  

Ⅱ型 
不适用 

透明度（商业）- 透明度 
从透明到不透明 

沉积物——岩石

类型 

最重要的来源是砾石和伟晶岩 

年龄：6-2百万年前 

原石的特点 晶体通常短而粗壮，棱柱状，薄板状，偶尔拉长。他们也经常结对。它也以粒状、块状、柱状和

圆形石头的形式出现。 

主要存款 缅甸/缅甸（彬乌伦区）生产最知名/最高质量的标本。其他生产国：澳大利亚（NT Alcoota Stati

on、QL Flinders Shire）、奥地利（ Miesling Valley 、 Hirschegg -Pack Pack、 Schwaz District 、

林茨）、巴西、中国（新疆、喀什）、芬兰（Inari-Lapland）、印度（ Jharkhand和泰米尔南

都)、日本 (Nanto-Toyama)、墨西哥 (Chihuahua)、挪威 ( Rossås-Adger , Ula-Vestfold og Telema

rk），波兰（耶莱尼亚县 Góra ), 斯里兰卡( Kurunegala , Ratnapura 和 Galle 区), 美国 (阿拉巴马

州, Cambria-California, Colorado, Fairfield-Connecticut, Buford - Georgia, Indiana, Nebraska, New 

Mexico, New York, North Cowee-Carolin Valley, Pennsylvania,罗德岛、田纳西州、弗吉尼亚州、

瓦绍-威斯康星州）。 

发现年份 公元前4世纪。第一个证据可以追溯到 2000 多年前的斯里兰卡。 

历史 在斯里兰卡中北部的古城阿努拉德普勒发现了几颗雕刻精美的月光石。在拉胡加拉时代发现了其

他月长石 马古尔 但是有 维哈拉耶（安帕拉）， 在该国东南部：这些宝石被用来装饰骑兵骑在上

面的大象。 

甚至古罗马人从公元前一世纪就知道了，他们认为宝石是由凝固的月光形成的。他们还相信，可

以在石头里面看到罗马女神戴安娜，月亮女神，它会给拥有它的人带来爱、智慧和好运。他们认

为，这有助于保持头脑清醒，让佩戴者能够做出人生中最明智、最明智的选择，甚至可以通过第

二眼或预言来提高佩戴者的能力。 

在斯里兰卡，有可以追溯到波隆纳鲁沃时期（1017-1275 年）的大象雕塑，保存完好，装饰有精

美的月光石。 

在最近的历史中，在新艺术运动时期（1890-1910 年），月光石重新流行起来。法国金匠大师雷

内·拉利克 (Rene Lalique) 开创了美丽的月光石首饰。新艺术运动时期是短暂的，很快就会跟随装

饰艺术运动，强调钻石和宝石。直到1960 年代，月光石才重新流行起来。佛罗里达州于 1970 年

采用月长石作为其官方国家宝石，以纪念阿波罗 11号登月和从佛罗里达州发射的其他太空飞

行，尽管月长石并非天然存在于佛罗里达州或月球上。 

名： 月长石有一个相当明显的名字，因为它与同名恒星的感知相似。这种宝石最常见的品种是

矿物长石正长石adularia ，因此得名于瑞士圣戈塔多市附近的Monte Adulare附近的一个古老矿

区，这些宝石可以在那里收集。 

其他名称：钱德拉·坎塔 莫尼 钱德拉坎塔 

属性属性 从历史上看，这块石头与月亮有关（显然），所以人们相信在满月时把一颗放在嘴里会安抚未

来。月长石也与星期一或“月亮日”有关。 

它也被认为是“旅行者之石”，因为它在作为护身符佩戴时被认为是保护性的（即使是水手），尤

其是在月亮照耀的夜晚。另一种说法是，如果其中一个人在满月之夜佩戴月光石首饰，两个人可

能会坠入爱河。 

它也是与“新的开始”相关的宝石，是内在成长和力量的承载者。它可以舒缓情绪不稳定和压力，

稳定情绪，提供平静。它有助于消化系统，吸收营养，消除毒素和体液潴留，缓解皮肤、头发、

眼睛和肝脏和胰腺等肉质器官的退化状况。它刺激松果体并平衡荷尔蒙周期，非常适合经前综合

症、受孕、怀孕、分娩和母乳喂养。月长石也对想要打开情感自我的男性有益。在东方文化中，



“发光”的宝石，例如月光石，表示好运。其表面的白色和彩虹色反射表明居住在内部的强大的善

良精神。在印度，月光石被认为是神圣的。除非这颗宝石放在黄布上，否则贸易商无法展示出

售。最高的颜色。人们相信拥有月光石的夫妻注定会过上幸福的生活，充满成长和繁荣。它在风

水哲学中占有特殊的地位。据说它的镇静作用可以促进个人与环境之间的和谐。以佛像吊坠形式

设计的月光石首饰通常用于为家庭和办公室带来平衡与和谐。 

行星：月亮 

六月六月  十二生肖：巨蟹座、天秤座、天蝎座 

脉轮： 第三只眼，太阳神经丛脉轮 

治疗 月长石价值不大，通常不会被处理以增加其美学特性。一种相当偶然的处理是宝石背面的深色涂

层覆盖，旨在增强其光彩。然而，这一层很容易被划伤，因此可以通过放大检测到。 

合成对应物 虽然月长石是用乳白色玉髓和某些类型的合成尖晶石模拟出来的，但这些替代品通常看起来很

差，而且很容易被发现。实验室制造的月光石存在，但尚未进入贵金属市场。 

它可能与 乳白色玉髓，CZ，玻璃。视觉差异和其他特性，如折射率（RI，当它可以测量时）、偏

光镜反应、SG 应该足以准确识别。 
指示性宝石学测试 RI、目测和显微镜分析以及其他宝石学特征通常就足够了。 

价值 (2021) 高： $ 50-60 / ct 

3 克拉 + 

中等： 15-30 $ / ct 

1-3 克拉 

低： 1-2 美元/克拉  

克拉以下 

典型切割 通常，宝石学家将月长石切割成凸圆形，并带有高大的圆顶以突出青光的现象。以这种方式连接

时，强烈曝光的样本通常会露出猫眼。稀有的星群，当它出现时，会产生四足星。 

名石 今天最受欢迎的月长石之一是 2017 年美国宝石贸易协会奖得主——虹膜月长石项链，它位于华

盛顿史密森尼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项链的主石是一颗令人惊艳的马眼形切割月长石，展现出猫

眼效果。项链背面刻有非常特别的雕刻：“在银色月亮的照耀下，生命的海洋等待着你的魔力”。 

记录石头 带有蓝色反射的月长石是最珍贵的物种，其尺寸很少超过 15-20 克拉。然而，带有银色或白色

球状光泽的宝石数量众多，尺寸可达数百克拉。 

已知最大的月长石是在 1918 年日本首次前往乞力马扎罗山探险期间发现的，据信重量在 300 至 

450 克拉之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