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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资料 - 一般： 蔷薇辉石 

杰玛 - 名字  （意大利语 - Rodonite） 

（英文 - Rhodonite） 

 （法语-Rhodonite ） _ 

 （西班牙语 - Rodonita） 

 （葡萄牙语-Rodonita ） _ 

（泰语 - โรโดไนท ์

Ro do n ị th ̒ ) 

（德语-Rhodonit ） _    

（阿拉伯语 -音乐 شفافة 

生气 沙法法） 

 （俄语 - Родонит 罗多尼特）  

(普通话-蔷薇辉石)  

（斯瓦希里语 -蔷薇辉石） 

（印地语 - रोडोनिट 罗多尼特） 

照片  

颜色 (GIA) Rhodonite 具有明显的粉红色或粉红色，尽管当它是纯粉

红色时，含有黑色纹理的材料更受欢迎。 

红色、灰红色-（哑光）；红色、红橙色（透明） 

颜色的原因 粉红色来自八面体配位的锰（Mn 2+ ）和少量的铁（Fe 2+ ），或者也来自八面体配位的锰（Mn 3

+ ）。 锰通常部分被铁、镁、钙和锌所取代，有时锌的含量相当可观；一种含有高达 20% 氧化钙

的灰褐色品种称为布司他美； fowlerite是一种含有 7% 氧化锌的品种。一些蔷薇辉石在石头内显

示出脉络或黑点。这些黑线或黑点是由于锰氧化物的浓度，表现出这些特征的石头比均匀的粉红

色石头更受欢迎。 

异色宝石 

分类 矿物类 
链硅酸盐 

物种-组（矿物） 
蔷薇辉石 - 辉石 

种类 
- 

光学特性 比重： 

3.40 -3.76 
直辖市： 3.67 

罗德岛： 1,711 - 1,752 

偏光镜： DR 

双折射： 0.010 - 0.014  

特点 光学

的 

正双轴 

多色性 
透明宝石中明显的 Tricroi

c 

Lustre（光泽）——断口的光泽 

 玻璃质，不透明（泥土） -玻璃质，珍珠色，不透明 
分散（火） 

不 

光 荧光 
SWUV (254 nm) : 惰性 

轻型紫外线 (365nm) : 惰性 

磷光 
不 

形式 水晶连衣裙 
团块通常呈薄板状。 

熔点： 1291℃ 

非凡的光学效果 
猫的态度（稀有） 

晶系 
三斜房 

水晶类 

化学式 锰、铁和钙的硅酸盐 

 

 

(Mn 2 + , Fe 2+, Mg, Ca) SiO 3 

 

 

 

 

光谱仪图像 

 

 
强线在 503 nm，带中心在 548 nm，在 490 nm 处

切割 

断裂 

 

剥落 
完美 - 1 个方向 

Breaking - 离别  
. 

断裂 
圆锥形 不规则 - 平面 

耐用性 硬度（莫氏） -绝对 

5.5-6.5； 86  

韧性 

   

稳定性（热、光、化学品） 
较差的 

清晰度 - 特征 典型夹杂物：表面有黑色氧化锰斑点或脉

纹。 
 



Ⅱ型 
通常包括 

透明度（商业）- 透明度 
从透明到不透明 

沉积物——岩石

类型 

蔷薇辉石有时以独特的、半透明至不透明晶体的形式出现，但更常出现在斑驳的肉红色或棕红色

致密结晶块中，通常带有由其他锰矿物变质形成的黑色脉。它是辉石类矿物的成员，存在于热液

接触和区域变质作用形成的锰矿床中。在瑞典韦姆兰的Filipstad和Långban附近的Pajsberg的铁矿

和锰矿中， 偶尔会发现小的明亮和半透明晶体（ pajsbergite ） 。 

地质年龄： 1亿年以上 
原石的特点 大而块状晶体，呈板状，表面呈颗粒状。 

主要存款 世界各地都发现了蔷薇辉石矿床。最重要的是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的布罗肯希尔，那里发现了

最好的单晶宝石。美国也是蔷薇辉石晶体的主要生产国。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巴西（米纳斯吉拉斯州）、加拿大、英格兰（康沃尔） 、印度、意

大利、日本（本州）、马达加斯加、墨西哥、新西兰、秘鲁（瓦努科、利马、博洛涅西省、安卡

什）、俄罗斯（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南非（开普省）、瑞典（ Värmland ）、瑞士（来自塔

纳茨阿尔卑斯山的Rodonite- Pyroxmangite ）、坦桑尼亚（ Daghazeta ）、美国（科罗拉多州-

售罄、加利福尼亚州、新泽西州）。 

在意大利阿尔卑斯山，这种石头被发现在不同的地区：在Valle d'Aosta （ Praborna ，San Marce

l），在皮埃蒙特（ Feglierec ，Alagna Valsesia），在伦巴第（深粉色， Scerscen ，Valle Malenc

o的 Monte Forno ） ，在威尼托（Monte Civillina ），在利古里亚的亚平宁山脉（Gambatesa 和 

Val Graveglia 的 Molinello），在托斯卡纳（深粉色，Apuan Alps 和 Campiglia Marittima）。意大

利的rhodonites是半透明或不透明的微晶质，带有浅粉红色；只有 Val Malenco的 Monte Forno 

( Diella et al., 2014) 和 Scortico (Alpi Apuane) 的宝石才能真正被视为宝石品质，因为它们足够透

明，可以刻面。 

发现年份 1819：这种矿物由Christoph Friedrich Jasche d' Ilsenhourg于 1819 年首次描述。 

历史 1790 年，在俄罗斯乌拉尔地区首次发现了菱锰矿。在俄罗斯的西德利尼科沃附近，当地的父母

把粉色的石头滑到他们旁边。它被当地人称为orletz ，在俄语中意为“鹰之石”。俄罗斯人注意

到，该地区的鸟类经常将这种矿物的小块带入它们的巢穴。很快，在婴儿床中放置小红辉石就成

为了全国的传统。这种习俗后来扩展到成为旅行者的保护石。  1913年成为俄罗斯的国石。今

天，俄罗斯孩子们在复活节交换红榴石蛋来表达友谊和感情。在珠宝和宝石市场上，经常发现这

种矿物被雕刻成凸圆形。 

虽然它作为宝石的描述发生在 19 世纪，但红榴石已为人所知多个世纪，主要用于装饰物品和石

棺。在中世纪，它被认为是一种强大的石头，具有神奇的力量，可以带来幸福、荣誉和欢乐。 

它在俄罗斯是一种非常受欢迎的石头，在许多宫殿中用作花瓶、柱子的装饰元素。 

1902 年 6 月，蔷薇辉石成为科罗拉多州的官方矿产。然而，科罗拉多矿现在已经关闭。 

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新娘墓碑（重 42.6 吨）于 1906 年安装在圣彼得堡大教堂内，由 rhodonite 

制成，历时 16 年手工制作和打磨。 

1930年代，在阿根廷发现这种珍贵材料后，带状蔷薇辉石成为一种非常流行的观赏石。这些来

自阿根廷的特殊石头有时被称为印加玫瑰。 1974年，在南非开普省的N'chwaning发现了一个重

要的铑矿新产地，既发现了带状的rhodonite，也发现了细小的透明晶体。 

2007年， 54 岁的历史教师尼古拉·扎瓦茨基（Nikolai Zavadsky ）承认从俄罗斯圣彼得堡冬宫博

物馆偷窃 200 多件物品。被盗的物品中有一个镀金银框，上面镶嵌着红榴石。 Zavadsky的已故

妻子Larisa曾长期担任博物馆的策展人，他承诺将博物馆中的许多物品拿走。在检查一些相同的

情况时，这名妇女因心脏病发作而去世。 

名称：源自古希腊语 ῥ όδον ，（ rodon ）加上后缀-ite ，用于许多矿物/宝石。 
其他商品名： Fowlerite 、 pajsbergite或sesquimanganese silicate 

种类 矿物:巴英脱石,锰巴英石 纳米布来石 鼻炎 马氏石 睾丸炎 斯堪二巴英石, basilicata ，cummi

ngtonite， hermannite ， hydropite ， kapnikite ，闪石锰， manganolite （粉红色石状锰），硅

质粉红色氧化锰，红色硅质氧化锰，粉红色锰。 

 buslamite （来自墨西哥的红灰色品种）， 

稀有的辉锰矿是蔷薇辉石的多晶型物，在不同的压力和温度条件下形成，化学成分与蔷薇辉石相

同，但有七个四面体的重复单元。 

Fowlerite （美国新泽西州富兰克林炉矿的典型特征）表现为大晶体，有点类似于粉红色长石，在

粒状石灰石基质上含有富兰克林石和锌矿物。 

属性属性 据说希腊人和罗马人在旅途中佩戴它作为护身符，以保护自己免受攻击和盗窃。 



Rhodonite 被认为在治疗和治愈伤口、肺气肿、关节炎、胃溃疡方面非常有用，它可以帮助缓解

昆虫叮咬。它还有益于听力、眼睛，并被认为可以刺激生育能力。这种宝石被推荐用于增强神经

系统、肺和呼吸系统。特别是对哮喘和支气管疾病。 

一些人，也因为它的颜色，它被认为是爱情的石头之一。它有助于找到情感平衡并加强人类的兄

弟情谊。它在情绪消极、成瘾（对人或事）和虐待的情况下非常有用，将消极情绪转化为理解和

宽恕。它被认为是友谊之石。 

Rhodonite 还具有显示问题的两面性的能力，促使您实现更重要的目标。 

，马萨诸塞州拥有高产的蔷薇辉石矿床，宣布蔷薇辉石为国家级宝石。 

行星： 

月：             十二生肖：白羊座、金牛座、射手座、摩羯座和天蝎座 

脉轮： 心 

治疗 可染色：使用丙酮进行的测试可以显示干预。  
在一些经过处理的宝石中，在显微镜下检查时，可以看到针状内含物 分散的曲线和裂缝以及用

于提高透明度的材料残留物。这些裂缝还包含气泡被困住的高地势区域。 

合成对应物 具有rhodonite-pyroxmangite类型成分的 rhodonite （典型的瑞士），其中钙、镁和铁（Ca、Mg 

和 Fe 2+ ）代替锰 (Mn)。已合成但从未在自然界中发现， 

“合成 rhodonite”一词实际上经常用于更通俗的简单“非真实”的含义，并不总是意味着与实验室制

造的宝石真正对应。 

它可能与 菱锰矿（分离方式：结构、双折射）、水藻石榴石（分离方式：结构、光谱）、硬玉（分离方

式：RI、SG、结构）、 Unakite （分离方式：RI、结构） 白磷灰石（分离方式：相似但较浅的颜

色和折射率 (RI)）， Piroxmangite （分离方式：RI，双折射） 。 

Rhodonite Jade）是一种来自中国北京/北京的“翡翠”，来自由花岗岩细长岩和寒武纪石灰岩交代

作用形成的锰矽卡岩矿床。晶粉翠的粉红色比其他矿床的蔷薇玉更丰富、更明亮。 

指示性宝石学测试 标准宝石学测试包括 1.727-1.738 的折射率、比重、光谱和紫外光检查。 

价值 (2021) 高： 1000 美元/克拉 

3 克拉 + 

中等： 150-200 $ / ct 

1-3 克拉 

低： 10美元/克拉 

克拉以下 

典型切割 透明水晶很少见，重量很少超过 1 克，但它们可以像极好的宝石一样切割。 固体蔷薇辉石通常

是不透明到半透明的，并且被雕刻或切割成凸圆形或珠状。透明水晶稀有、易碎，通常留给收藏

家。 Rhodonite 也被用作装饰石。 

名石 圣彼得堡的冬宫博物馆还展出了许多其他装饰品，其中包括皇家皇冠珠宝的微型复制品，其中包

括精美的蔷薇辉石标本。 

记录石头 世界上最大的榴辉石实心块重达42.6 吨，用于为俄罗斯皇后、亚历山大二世的妻子玛丽亚·亚历

山德罗夫娜雕刻石棺。两人并排安葬在圣彼得堡彼得保罗大教堂的罗曼诺夫家族墓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