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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表 - 通用： Ruby 

杰玛 - 名字  （意大利语 - 红宝

石） 

（英文 -红宝石） 

 （法语-鲁比斯） 

 （西班牙语 - 鲁比） 

 （葡萄牙语- 卢比） 

（泰语 - ทบัทมิ thạbthim ) _ _ 

（德语- 鲁宾）    

（阿拉伯语 - بي rwby ) 

 （俄语 - Рубин Rubin)  

(普通话-红宝石 Hó ngb ǎ osh í )  

（斯瓦希里语 - 红宝石） 

（印地语 - माणिक 马尼克） 

照片  

 

颜色 (GIA) 根据大多数宝石学权威的说法，红宝石必须显示出占主

导地位的红色成分 通常从橙红色到深紫红色。然而，在

市场上，这种协议并不总是那么统一。宝石的色调（明

暗对比）也必须在某些参数范围内（从中等。 

粉红色刚玉在宝石学术语中通常被称为粉红色蓝宝石而

不是红宝石。 

颜色的原因 刚玉是一种异色矿物，即一种矿物，其颜色不是由于其化学成分而恒定不变，而是由于发色离子

的存在、晶格的结构缺陷（位错或色心）或非常细的夹杂物而变化，并进入所有颜色。着色取决

于发色化学元素，但不会改变其化学成分。要拥有红宝石品种，必须存在 Red、 Cromo-Cr 3+ 在

八面体配位中，Vanadium-V 3+和 Ferro-Fe 3+存在于八面体配位中。 

如果红宝石中 1% 的铝离子被铬取代，黄绿色的吸收会导致宝石呈现红色。 如果红宝石中 1% 的

铝离子被铬取代，黄绿色的吸收会导致宝石呈现红色。 

红色蓝宝石 

严格来说，没有“骨蓝宝石”，因为所有的红刚玉宝石在宝石和珠宝行业都被称为红宝石。所有其

他颜色的刚玉都称为蓝宝石。然而，红色规则也有一些例外。一些例外情况可能适用，例如红橙

色或粉红色的刚玉宝石（每种颜色大约占 50%）。这些通常被称为蓝宝石或红宝石，因为它更像

是一种判断。如果宝石主要是红色，只有粉红色或橙色的次要色调，则应将宝石视为红宝石。 

“红色蓝宝石”的另一个例外情况适用于红色是涉及铍热处理（也用于制造称为Padparadscha的备

受追捧的橙粉色品种）的增强工艺的结果。如果刚玉通过晶格扩散“加热”，则该材料应简单地以

蓝宝石而不是红宝石的形式进行交易，尽管许多宝石经销商已经提出了自己的创意营销名称，例

如“日落红宝石”。这些经过处理的红宝石大多产自坦桑尼亚西南部的 Songea，有时被称为“Song

ea Sapphire”。 

分类 矿物类 

氧化物 

物种-矿物组 
刚玉-赤铁矿 

种类 

红宝石 

光学特性 比重： 

3.95 至 4.10 
普通4.00 

RI： 1,768-1,772 

或 1,760–1,763 

偏光镜： DR  

双折射： 0.008 - 0.010 

特点 光学

的 

负单轴 

多色性 
二向色：紫红-橙红 

Lustre（光泽）——断口的光泽 

亚金刚，玻璃质 - 玻璃质，珍珠色（沿双平面） 
分散（火） 

 0.018 

光 荧光 
SWUV ：从红色（缅甸）到惰性（泰国） 

LWUV ：从深红色（缅甸）到惰性（泰国） 

磷光 

不 

形式 水晶连衣裙 

棱柱或六角板、菱面体 
熔点： 2,030–2,050 °C 

非凡的光学效果 

Catitude, asterism 

晶系 
三角 

正六边形 

水晶类 

化学式 氧化铝 

 

Al 2 O 3 (+ Cr) 

光谱仪图像 



 
在 694 nm 波长处有 2 个宽紫色和黄绿色吸收带和一

个窄吸收带。 

断裂 

 

剥落 

没有真正的剥落计划 

Breaking - 离别  

基线（不常见） 

断裂 
圆锥形，碎裂 

耐用性 硬度（莫氏）； 绝对 

9; 400 
韧性 

脆弱的 
稳定性（热、光、化学品） 

稳定的 

清晰度 - 特征 典型夹杂物：小棒和管，反

复 孪 生 形 成 羽 毛 （ 生 长

线），此外，指纹、空洞、

色 区 、孪 晶面 、晕 /盘状 断

裂、“火痕”（小波浪状裂纹，

近似平行，经常可见在或接

近天然或合成刚玉单板的边

缘），包括晶体（方解石、

勃姆石、云母、尖晶石、磷灰石、石榴石、烧绿石、铀、赤铁矿、黄铁矿、锆石、方解

石、金红石和尖晶石）点和云、液体包裹体，负晶体，双相夹杂物，丝/金红石针（沿

平行于六棱柱的平面在 60° 和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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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宝石的主岩为变质白云质大理岩、片麻岩和角闪岩。从这些原生矿床中返回红宝石在经济上是

不可行的。而是处理次生冲积沉积物。由于其高密度，红宝石通常通过清洗砾石、沙子和河土来

分离，然后浓缩，最后手工采摘。 

有一些类型的主要矿床与特定的地质现象有关。根据形成的类型，发现的晶体具有赋予宝石附加

值（例如存在荧光）或影响其美学外观（更大的内含物、更深的颜色等）的特定属性。主要类别

包括： 

• 源自与大理石相关的变质成因矿床的石头，例如缅甸（摩谷）、阿富汗、中国（云

南）、肯尼亚（马查科斯-锡卡地区）、马其顿（普里莱普）、尼泊尔、巴基斯坦、塔吉克斯

坦、坦桑尼亚（马亨格、 Morogoro ), 越南 (Yen Bai, Quy Chau )，通常缺铁，对热处理没有反

应。 

• 角闪岩（最常见的主岩类型之一）相关的红宝石，例如格陵兰、肯尼亚、马达加斯加（ I

lakaka 、 Nosy Be、Ambato 和Ambondromifehy ）、马拉维、莫桑比克、坦桑尼亚（ Longid

o 、 Winza ）和印度的矿床，他们很容易受到这个过程的影响。 

• 最后，与岩浆/火成岩矿床相关的玄武岩碱性类型，例如尖竹汶府、达叻府（泰国）、拜

林（柬埔寨）、孟许（缅甸） 、澳大利亚、柬埔寨、喀麦隆、埃塞俄比亚、法国、肯尼亚（ M

angari 、Taita Taveta）、以色列、马达加斯加（安卡拉特拉-安齐拉贝地区-Antanifotsy ）、新

西兰、尼日利亚、卢旺达、苏格兰和越南（达克 Nong )，通常由于铁含量，对在烤箱中烹饪表

现出明显的反应。 

年龄： 30亿至5000万 

原石的特点 红宝石喜欢以扁平的六角形（有时是双锥体）形状生长。如果未切割的宝石显示出这种自然生长

特征，并且部分母岩（大理石或碱性玄武岩）仍然附着，那么它很可能是真正的红宝石。红宝石

的大小也很重。 大自然几乎从不统一任何东西，尤其是宝石。它们中的大多数形成于各种元素

的过热浆液中，这使得形状奇特的夹杂物和粗糙度非常普遍。红宝石也可以在斯里兰卡等地以水

磨卵石的形式出现，因此几乎不可能从水晶的原始形状中进行识别。尽管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已

经被改变和破坏，但即使是这种形式，它们也会显得肤浅。不幸的是，此时只有第一手经验和一

般培训才能帮助确定宝石。值得庆幸的是，还有其他方法可以控制宝石。 

主要存款 主要矿床：莫桑比克（蒙特普埃兹区-德尔加杜角省、尼亚萨省、太特省）、缅甸/缅甸（ Mohny

mania ）/密支那区-克钦邦、彬乌伦区（摩谷）-地区曼德勒， Momeik Township / Loilen District 

/ Mu Se District-Shan State)，马达加斯加（ Didy-Alaotra-Mangoro ， Ambodimangavalo / Sara

mbana-Analanjirofo ， Tranomaro / Isoanala-Anosy ， Atsimo-Andrefana ， Vatomandry-Atsina

nana ， Ranohira / Zazafotsy-Ihorombe , Ambohitsimanova-Vakinankaratra ),斯里兰卡( Elahera D



istrict - Central Province, Polonnaruwa District - North Central Province, Sabaragamuwa Province , 

Colombo District - Western Province), 

其他商业仓库：阿富汗（ Ishkashim -Badakhshan 区、 Surobi区/ Sorobi区 -喀布尔）、澳大利亚

（ Barrington Tops / Tumbarumba / Mudgee -NSW、 Ambalindum Station Spriggs -Northern Ter

ritory 、 Williamstown - South Australia、Central Highlands Region -昆士兰，高山县/卡迪尼亚郡

/东吉普斯兰县/圆形剧场-维多利亚普纳/上加斯科因郡-西澳大利亚），巴西（朱伊纳-马托格罗

索，米纳斯吉拉斯州），柬埔寨（萨姆洛特，巴，拜林营），凯文兰（努克-塞尔默苏克） ),肯

尼亚( Kiambu县, Taita-Taveta 县),),巴基斯坦( Neelum Valley -Azad Jammu and Kashmir, Nagar Di

strict / Shigar-Gilgit-Baltistan District , Kaghan Valley - Khyber Province Pakhtunkhwa ),塔吉克斯坦

( Rangkul / Pyandzh River Valley - Gorno-Badakhshan),坦桑尼亚(Lake Manyara / Longido 地区-阿

鲁沙地区，姆普瓦普瓦 区- 多多马地区, Manyara 地区,莫罗戈罗 查拉地区 村-Rukwa 地区, Songe

a市区/ Tunduru 区-鲁伍马 科罗格威农村地区_ _ ict -Tanga Region ),越南( Ngh ệ An 省, Yên省 Bá

i ( Luc Yen)), 

次要矿床：南极洲（吕措-霍尔姆湾-东南极洲）、奥地利（德罗森多夫-齐瑟斯多夫）、中国

（和山-安徽、蓬莱-海南、阿克苏-新疆、玉溪-云南）、哥伦比亚（考卡省）、捷克共和国（ Ji

zerka -Liberec region ), France (Saint- Privat - du -Dragon Feneyrolles - Auvergne - Rhône -Alpe

s, Glen-Center-Val de Loire , Kembs -Grand Est, Marvejols / Viala - du -Tarn- Occitanie ),德国(Wa

ldheim -萨克森），希腊（帕拉内斯蒂-东马其顿和色雷斯），印度（阿南塔普尔区-安得拉邦，

洛卡纳哈里/达克希纳区 Kannada / Kodagu District - Karnataka, Tiruppur-Tamil Nadu District ), Isr

ael (Mount Carmel District-Haifa),意大利 （卢戈迪维琴察-威尼托， Terminillo-Lazio 和 Val Sess

era - Piedmont）、日本（ Saiki City- Oita县）、利比里亚（ Lofa县）、马拉维（ Ntcheu中部地

区、Mwanza 南部地区）、尼泊尔（Ganesh Himal区） Massif-Rasuwa / Dhading District ),新西兰

(Westland District-West Coast Region),北马其顿( Sivec Mountain Municipality- Prilep ),挪威 

（弗罗兰-阿格德，特罗姆斯 og 芬马克 波兰（格米纳 Świdnica - 下西里西亚省),俄罗斯(科奇卡尔

区-车里雅宾斯克州,科夫多尔地块 - 摩尔曼斯克州, Loukhsky区 -卡累利阿共和国, Shilovka River / 

Rezhevsky区-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 Oblast 'di Tyumen ),卢旺达( Rusizi District - Nyamasheke区- 

西部省）、索马里兰（莫利斯地区）、瑞士（伯尔尼、罗韦雷多-格里吉奥尼、莱文蒂纳/贝林佐

纳-提契诺）、泰国（尚塔伯里省、博莱特拉省）、美国（阿拉巴马州、加利福尼亚州圣贝纳迪

诺、松树山） -乔治亚州、印第安纳州、洛克溪矿区 -蒙大拿州、新泽西州、精灵学校区/林肯公

司/阿拉卡/考威谷北卡罗来纳州、奥菲尔-犹他州、里弗赛德-华盛顿、格雷厄姆牧场-怀俄明

州）、津巴布韦（ Chiredzi-Masvingo Mining ）区， Beitbridge区- Matabeleland South，Gweru

-Midlands 区） 

地质年龄：30亿至2000万年 

发现年份 古老，年代不详。当然是在基督教时代之前的第一个世纪。  

历史 旧约在出埃及记中多次提到红宝石（以及其他宝石的目录），在箴言书中多次提到，以及其他各

种时间（例如在启示录 4 : 3, 启示录 4: 3 和 21:20, 以赛亚书 54:12, 以西结书 27:16 和 28:13) 

公元前 200 年左右的中国北方丝绸之路的文献中。红宝石是沿着这条从中国向西移动的古老轨道

运输的。 

公元1 世纪，罗马学者普林尼在其著作《自然史》（ Historia Naturalis ）中提到了12 种红宝

石，描述了它们的硬度和密度以及 

缅甸/现在缅甸一直是红宝石的重要来源，因为至少公元 600 年缅甸红宝石仍然是最珍贵的红宝

石之一。 

记录最多的微型故事是由希腊旅行家科斯马斯首次提到的锡兰国王的发光或红宝石红宝石的故事 
6世纪的Indicopleustes ，后来被许多旅行者描述，后者来自17世纪。根据Indicopleustes的说法，

它“像一个大松果一样大，呈火红色，从远处看时闪烁，尤其是当太阳光线在它周围玩耍时，这

是无与伦比的景象” 

在中世纪，人们相信独角兽的角底部有一颗珍贵的红宝石。据说这个想法可以追溯到中世纪的故

事或小说，关于亚历山大大帝的生平，以及关于他与梅罗的坎迪斯女王会面的章节。 独角兽并

不是唯一携带红宝石的传奇动物。据说一只秘鲁狐狸能够用前额嵌的痈来照亮夜晚。这种动物被

称为痈，它发光的宝石只有在晚上才能看到，据说它可以引导死者的灵魂。如果人们直视野兽，

他们会暂时失明。对痈的信仰被非常认真地对待。消息来源表明，西班牙总督已发出特别指示，

要求紧急抓捕他。 

摩谷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红宝石矿，据信由三名失踪的掸族猎人于1217 年在一座倒塌的山脚下发

现了红色晶体而建立。 在1885 年的第三次英缅战争中，英国征服并吞并了迄今独立的上缅甸， 

1886 年，英国发动了军事远征，以“打开”摩谷红宝石矿并将其提供给商人。英国人。 



1261 年，阿尔伯特大帝在他的著作《矿物之书》中将这块石头描述为最强大的：“ Carbunculu
s ，在希腊语中是炭疽，被一些人称为红宝石，是一种极其清澈、红色和坚硬的石头.它之于其他
石头，就像黄金之于其他金属一样。正如我们已经提到的，据说它比所有其他石头都具有更多的
力量。当它真的很好时，它会像燃烧的煤一样在黑暗中发光，我自己也见过这样的”。 

Bartolomeo Anglico (巴托洛梅奥) Anglicus , 1190-1250)，在 13 世纪中叶左右宣称：“在蓝宝石
的宁静蓝色之后，红宝石的皇家红色被珍视，它在夜晚如此闪耀” ......“它会将火焰送入眼睛”。 
真正的红宝石相对稀有，尽管在十四世纪它超过了蓝宝石、祖母绿和钻石；更常见且更便宜的是

巴拉斯红宝石，其半透明的红色显示出淡淡的蓝色，因此被认为是从蓝宝石矿脉中提取的。 

阿尔伯特大帝是众多热衷于研究石疗法（与宝石相关的医学）的严肃学者之一。多米尼加僧侣认

为，与所有其他宝石相比，红宝石具有卓越的治愈能力。 

1260 年到 1294 年统治蒙古帝国的中国皇帝忽必烈以一整座城市来换取一颗品质卓越的红宝石。

而经常与忽必烈有往来的著名探险家马可波罗在旅途中观察了锡兰红宝石的开采，经常在他的著

作中描述矿山的外观和开采方法。这位威尼斯旅行者还带来了一个神奇的红色宝石的消息，它是

Angamanain的国王，缅甸南部和马来西亚西部的一个神秘岛屿，可能对应于安达曼岛，但与 Se

rendib（后来成为锡兰，今天被称为如斯里兰卡）。 

“而这个岛的国王有一颗红宝石，它是世界上最漂亮、最大的；我会告诉你它是怎么回事。它长
约一巴掌，粗如人的手臂；看，它是地球上最亮的物体；它完全没有缺陷，像火一样红。它的价
值如此之大，以至于几乎无法标出货币价格。你一定知道，大卡恩派使者恳求国王，作为他所渴
望的一个恩惠，将这颗红宝石卖给他，并提供城市的赎金，或者国王想要的...但国王回答说他永
远不会卖掉它，因为它来自他的祖先。” 
在 15 至 16 世纪，人们认为红宝石可以中和毒。当擦入皮肤时，它们也被认为可以恢复青春和活

力。 

文艺复兴时期的宫廷红宝石很普遍，并且经常出现在当时一些最著名的珠宝中。例如，英国国王

亨利八世在他当时最著名的肖像中佩戴了一条带有红宝石和珍珠的显眼项链。 

1568 年，著名的金匠和艺术家本韦努托·切利尼 ( Benvenuto Cellini ) 提供了一些关于当时对这颗

宝石的了解的信息： 

“我们将从红宝石开始，其中有多种类型。第一种是东方红宝石，产于我们黎凡特这边，离家很
近；事实上，黎凡特的这一部分出产其他任何土地上最稀有、最美丽的珠宝。这些来自黎凡特的
红宝石色泽成熟，深邃而火热。另一方面，西方的红宝石即使仍然是红色，也倾向于孔雀的颜
色，并且有点尖锐和粗糙。北方的红宝石更加锋利和粗糙，而南方的红宝石则与其他红宝石大不
相同，但非常稀有，很少遇到。诚然，这些南方红宝石并不总是具有这种难看的品质，但它们是
如此令人赏心悦目，以至于您的好犹太人很容易将它们与其他红宝石区分开来，然而，痈 / 痈这
个名称仅适用于非常稀有的红宝石和那些在黑暗中发光的人。” 

切利尼还告诉我们这些宝石在他那个时代的价格是多少，这表明 

1.红宝石800金盾 

2.翡翠400金盾 

3.钻石100金盾 

4.蓝宝石10金盾 

在印度射箭中，弓箭手戴着戒指来保护他们的拇指。然而，这枚由镶嵌黄金、红宝石和祖母绿的

玉制成的弓箭手戒指可能更多地用作服装配饰或身份象征。印度， 17-18 世纪。 

伊凡四世瓦西里耶维奇（ 1530 - 1584），俗称俄罗斯的伊凡雷帝，宣称： “.. 这（红宝石）对人
的心脏、大脑、活力和记忆力更好，它可以清除冻结和腐败的血液。”。 
17 世纪末，伟大的法国商人和旅行家让·巴蒂斯特·塔维尼尔（ Jean Baptiste Tavernier ）在他的

六次旅行中经常参与向路易十四的宫廷带来和出售钻石和宝石，他将缅甸的洞穴描述为红宝石的

产地被发现了，更有价值。他讲述了一个特定的矿山，其中生产了“核桃大小的红宝石”。根据 Ta

vernier 的说法，红宝石通常是在史前大型动物的骨头旁边开采的。 

摩谷和欧洲定居者 

当第一批欧洲人在 15 世纪访问缅甸时，该国的宝石财富是众所周知的。公元 1597 年，缅甸君主

努哈图拉 但是有 Dhama-Yaza厌倦了得到他的二手红宝石，将自己限制在吞并摩谷地区，与不幸

的 Shan saopha （王子）交换一小块领土，后者实际上被迫接受了易货交易。即使在今天，只要

看一眼缅甸地图，就可以看出这一片面协议的残余。实皆省与掸邦之间的边界突然急于包围摩谷

地区。 

公元 1597 年之后，摩谷石片地区作为拥有最强军队的私人行省来管理。大多数情况下，这些是

缅甸国王，他们下令所有价值超过 2000 卢比的石头都是王冠的财产。隐藏会受到酷刑和死刑的

惩罚。这条规则非常严厉，以至于到 1885 年英国吞并上缅甸时，当地大部分人口已经逃离。 

13 世纪治疗肝脏问题的配方要求使用红宝石粉。 



在1686 年第三次访问波斯之后，法国珠宝商和旅行家约翰·夏尔丹写道，埃及红宝石“很可能只是

一种颜色比平常更高的东方红宝石”。 

Josiah Wedgwood 于1792 年从两块石英或玛瑙的摩擦中发现磷光，并写道红宝石发出“短暂的美

丽红光”。 

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作家查尔斯威廉金是一位伟大的宝石收藏家，他在 1800 年代中期的大部分

时间都在意大利度过。在他那个时代，他被认为是宝石学权威。在他的一部题为《古代与现代的
自然史》、 《宝石与宝石》和《贵金属》（1865 年）的著作中，他写道： 

“真正优质的彩色红宝石，未经切割，但具有精细抛光的天然表面，既可以在旧珠宝中找到，也

可以镶嵌在可以追溯到远古时代的戒指中。” 

1878 年，穆里尼奥·泰戈尔爵士在他的书 Mani Mala 中描述了Kalpa树，这是对印度教众神的象征

性祭品。完全由蓝宝石、钻石、黄玉、祖母绿和其他宝石制成，这棵壮丽的树会结出红宝石作为

果实。 

Manly Palmer Hall，加拿大作家、讲师、占星家和神秘主义者，以1928 年的作品而闻名 所有人
的秘密教义 古往今来，写道：“帕拉塞尔苏斯、阿格里帕、基歇尔、莉莉和许多其他魔术师和占

星家，过去曾将与各种行星和十二生肖相对应的宝石和石头制成表格：太阳被分配了痈、红宝石

和石榴石”。 

1960年，Theodore H.“ Ted ”Maiman 设计了第一台红宝石激光，这是第一台用于医学的此类设

备。 Maiman 的原型激光器仍然可以使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逐渐被染料、 Nd: YAG和氩激

光器所取代，这些激光器已被证明更加通用。 

年至 1990 年左右，泰国的红宝石和蓝宝石开采活动加强（这些矿床至少早在一个世纪前就已为

人所知）。这一过程是由缅甸（现在也称为缅甸）的共产主义军事政变引发的，该政变使该国的

宝石矿床在1962 年至 1988 年期间基本上无法进入世界市场。因此，泰国处于理想的位置，可以

承担世界上第一个红宝石商业来源的角色。后来，在 1990 年代，泰国-柬埔寨的矿床耗尽，发现

了新的资源，主要是非洲资源。从那以后，活动减少了，大部分地雷都被废弃了。尽管目前的生

产是零星的，但来自这些曾经具有重要商业价值的矿床的宝石出现在市场和珠宝中。此外，这几

十年显赫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遗产仍然存在：今天，曼谷是蓝宝石、红宝石和许多其他有色宝石的

贸易、切割和处理方面最重要的中心之一（如果不是最重要的话） . 

2009 - 莫桑比克： 

尽管刚玉是在 1500 年代发现的，并且已知在殖民时期就存在，但直到最近才进行商业开发。 19

91 年春天，在美国图森博览会上，有报道称来自莫桑比克的凸圆形红宝石零星出售。 2008 年，

有消息传出在 莫桑比克。尼亚萨国家保护区内的M'sawize村附近。这些宝石是非法开采的，当局

于 2009 年夏天关闭了该矿场。该矿床的关闭导致被称为garimpeiros的非法矿工搬到蒙特普埃兹

（靠近德尔加杜角省的Namahumbire村） )，几个月前，也就是 2009 年，又发现了另一个矿床。

后者被证明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产品之一，并且仍在全面生产中。 

名称：红宝石这个词来自rebeus / ruber ，一个拉丁词，意思是红色。在古代，很难区分相同颜

色的不同宝石，例如石榴石、尖晶石，有时还有红色碧玺或其他红色宝石。经常使用的一个词是

balascio （来自阿拉伯语balahš ），波斯省Balahšân的名称，用于表示“一种红色、浅色、紫罗

兰色的宝石，据说可能是红宝石的基质” 。 

这颗宝石以许多其他名称而闻名 - Padmaraga （斯里兰卡，意思是“莲花的颜色”） ， ántrax / a
nthrax （希腊语，意思是“煤”） ， ratnaraj （ “宝石之王” ，印度梵文） 、carbunculus （古罗

马，“热煤”） 、 acaustoi （古罗马，稀有）、红刚玉和Mäëikya （也在梵文中），并且存在了数

千年 所有宝石中最重要的。  

刚玉一词（矿物，另一方面，源自约翰伍德沃德于1725 年引入的“ corinvindum ”，源自梵语kuru

vinda （“红宝石”）。Richard Kirwan 在 1794 年使用了当前的拼写“corundum”。 

在古梵语中，红宝石被称为ratnaraj ，即“宝石之王”。早期文化看重红宝石的深红色，因为它们

的深红色可以模仿鲜血的颜色，并认为红宝石拥有生命的力量，代表了光谱双方最强烈的情感：

爱与愤怒、热情与愤怒。 

其他名称：红宝石的缅甸语是padamya （“丰富的汞”）。红宝石的其他术语源自石榴果实种子

这个词。 

品种：Sangue di Piccione（英文Pigeon's Blood）：通用商品名- 

传统上，对于现代缅甸（以前的缅甸）的居民来说，他们用 ko-twe 一词来指代深色调的红宝

石，意思是“鸽血”。这个引理的确切起源尚不清楚，据认为它可能来自中文或阿拉伯文。由穆斯

林医生和百科全书家 Ibn al -Akfani （Odierno 伊拉克，？- 1349）撰写的 14 世纪文本报道： 

Rummani具有新鲜石榴籽的颜色或高度抛光的银盘上的一滴血（从动脉抽取） 。 

al- Akfani , ca.公元1348年 



Rumman (  رمان ) 是穆斯林/伊斯兰/乌尔都语/阿拉伯语的术语，指的是石榴。红宝石用روبي ( rwbi )

表示，红色宝石用 حمراء جوهرة  , (下巴哈拉特 哈姆拉）。 

有人将这种颜色比作活鸽子眼睛的中心。有时被描述为没有一丝蓝色底色的深红色。其他人认为

这是刚杀死的缅甸鸽头两滴鼻血的颜色。然而，作家 James B. Nelson 在 1985 年为《宝石学杂

志》撰写的一篇文章中指出，这种鸟与红色无关： 

为了更定量地描述这种只有猎人和最好的缅甸红宝石的少数幸运拥有者才知道的神秘红色，作者
向伦敦动物园寻求帮助。他们的研究部门很快就服从了，并送来了新鲜的、裂解的、充气的鸽子
血液样本。样品很容易分光光度计......。缅甸鸟终于可以安全地离开宝石学领域并返回鸟类学领
域。 
实际上，不能完全排除鸽血，因为至少有 27 种不同的物种（在土著和其他物种之间） 

缅甸第二好的颜色被称为yeong-twe ，意思是“兔血”，表示将石头的颜色与体液结合的强烈意

图。它是一种更深、更蓝的红色。 

第三好的是一种叫做bho-kyaik或“英国偏好”的深粉色，可能来自一位名叫 ACD Pain 的身份不明

的盎格鲁-撒克逊贸易商的红宝石口味。 

第四好的是leh-kow-seet （字面意思是“手链品质”红宝石），一种浅粉色。 

底部是kalangoh ，它代表“印度品质的哭泣”或“印第安人的哭泣”（即使是印度人也会对这种品质

绝望地尖叫）也许是因为“比印度人的皮肤或因为在印度的孟买或钦奈（以前称为孟买和马德拉

斯）出售深色红宝石。 

属性属性 3000 BC Syamantaka的故事出现在 Vishnu Purana 文本和 Bhagavata 中。这颗宝石原本属于太阳

神苏里亚，他把它戴在脖子上。有人推测，传说中的 Syamantaka Mani 实际上可能是著名的 Koh

-i-Noor 钻石，目前是英国的皇冠上的明珠之一，但有着神秘的起源。当然，Koh-i-Noor 与 Sya

mantaka 的最高级描述不匹配，因此应该假设有相当多的诗意许可。 

据说它每天可以生产3700粒或近80公斤的黄金，也是太阳神耀眼外表的来源。他总是被繁荣和丰

满亲吻。过去，有人认为 Syamantaka 是蓝宝石（土星的宝石），但根据最近的理论，它可能是

红宝石，因为它是Navaratna中的太阳宝石（印度教的神圣宝石）。 

古印度人（印度教徒）相信这些宝石是由被 Indra杀死的名为valäsura的恶魔所生。在他死后，

他的身体部位已经变成了不同的石头。他的骨头变成了钻石，牙齿变成了珍珠，血液变成了红宝

石，胆汁变成了翡翠，眼睛变成了蓝宝石，体液变成了猫眼等等。 

四个种姓 

印度教徒将红宝石分为四个种姓（就像他们对钻石所做的那样），将宝石的美丽和无可挑剔与感

知到的具有相似品质的种姓相结合。被认为质量低劣的红宝石不能与优质宝石混合，因为它会污

染其性质，削弱其强度和保护能力。真正的东方红宝石被称为婆罗门，人们相信那些拥有婆罗门

的人总是受到保护并且完全安全。 

Le Navarathna / navaratna  

传统的印度教占星学认为红宝石是“太阳的宝石，也是九个天体的领袖苏里亚天神（ Navagraha
与Navaratna相关，这是印度教、佛教和耆那教文本中出现的九颗宝石）。 "人们相信，崇拜和佩

戴红宝石会使太阳对佩戴者有利。泰国著名占星家霍拉查恩也报道了这一信念 西普 沙里卡布特

尔。霍拉查恩在他的《本生经》中赋予九颗宝石的含义： “第一质量和完美无瑕的红宝石是太阳
的宝石，月亮的天然珍珠，火星的红珊瑚，水星的祖母绿，黄色的蓝宝石代表木星，钻石代表金
星，蓝宝石代表土星，黑松石代表拉胡（升月交点），猫眼代表克图（降交点）。”这种解释可

能源自梵文“ Brihat ” Jatak ” ，并且在 SM Tagore 的 1879 年作品“Mani-mala”中也被提及。 

印度教徒在各个寺庙留下的祭品中有时包括宝石和珠宝。关于赠送红宝石的人，古文夏丽塔 Smri

ti （可能是公元前5-3世纪）是Dharma Shastras （古代印度社会的法律书籍）之一，圣人Harita

报告说：用大红宝石崇拜克里希纳的人将重生为强大的皇帝。如果有一颗小红宝石，他将成为国
王。 

普林尼报告说，痈： 

……分男女，前者的光辉惊人，而后者的光辉却没有那么强。即使在雄性品种中，我们也可以看
到一些重点比其他品种更清晰。而另一些则颜色更深，或者在阳光下观察时，它们的光彩更加根
深蒂固，闪耀着更强烈的光泽。 

在 13 世纪失踪的作品中，作者神秘的Ragiel （由著名的蒂芙尼宝石学家 George Kunz 于 1913 年

引用）在《翼之书》中写道： “龙的美丽而可怕的形象。如果在红宝石或任何其他类似性质和美
德的石头上发现它，它就有增加这个世界的货物的力量，让佩戴者快乐和健康。” 
红宝石是传统的主要宝石之一，还有紫水晶、蓝宝石、祖母绿和钻石（前 5 种，当它们包括紫水

晶时，然后是 4 种，当宝石由于发现南美矿床而变得过于普遍时）。 

红宝石的其他特性包括防止闪电、风暴、蠕虫、悲伤和嫉妒。一旦危险过去，红宝石会变黑并恢

复原来的颜色，从而发出危险信号。巫师。 



石头通常用于缓解身体疾病，例如发烧和血液循环不规则。它使人的身体恢复活力，平衡健康和

一般状态。人们相信它可以恢复身体状态并防止不必要的疾病。促进财富、财产与和平。 

对于那些佩戴它并选择更深色调的人来说，任何懒惰或沮丧的感觉都会被消除。红宝石还具有强

烈的春药品质，超越了触摸和欲望的简单想法。正如充满活力的深红色所暗示的那样，它是一种

鸡血石，这意味着它可以促进从血液循环到月经痛、性欲、生育问题的一切，甚至可以帮助身体

排毒，以及帮助治愈肾脏、淋巴和肾上腺。 

爱情的主题紧密相连，鼓励克服旧伤，平衡敏感。出于这个原因，人们认为它也可以帮助重建信

任，尤其是在爱情和失去方面。红宝石也有助于心脏。它经常被用作结婚40年的人的象征，这意

味着它超越了浪漫爱情的界限，深入探讨了同情、保护和坚持的问题。石头与风险业务无关，因

此对于那些正在做出财务决策的人来说。 

在精神上，它代表黑暗中燃烧的光。对于那些觉得世界变得寒冷而无法承诺的人来说，这颗宝石

点燃了内在的引擎。 

它是15 周年结婚纪念日的宝石。 

今天：促进血液循环，活血，增强免疫力，给人勇气，坚持，利他，快乐，消除局限感。 

行星：太阳 

月份：七月（官石）          星座：摩羯座 

脉轮：根与心 

治疗 在所有增强红宝石美感的技术中，最古老的当然是热处理。这种方法今天仍然适用于大量宝石。

根据一些消息来源，在印度考古遗址发现的红玛瑙和红玉髓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二千年。显示这种

干预的痕迹。同样在著名的法老图坦卡蒙（公元前 1342-1325 年）的坟墓中发现了宝石，这些宝

石通过有针对性的加热而改变了颜色。两千多年后，伟大的波斯学者Al Biruni （公元 973-1050 

年）也许是第一个描述红宝石“加热”过程的人。他说这是使用一个小型半圆形腔室完成的，该腔

室设计用于熔化 50 密斯盖尔（212 克）黄金。由于黄金在 1064°C 时熔化，因此可以推断所使用

的熔炉必须能够达到至少 1100°C 的温度。 

同样来自中东世界，通过Teifaschi / 蒂法斯基(1184-1253)。 

在意大利也有关于宝石颜色变化的报道；那不勒斯的乔瓦尼·巴蒂斯塔·波尔塔[1535-1615]在他的

著作《自然魔法》的第六本书中做到了这一点。在这部重要的著作中，作者讨论了对他那个时代

的宝石进行伪造和掺假的各种方法，包括热处理。 

在 19 世纪，实验科学的进步导致技术资源的不断更新，允许开发可以轻松达到并保持 1500°C 甚

至更高温度的熔炉。然而，直到 1930 年代初进行第一次系统研究之前，人们对热量对宝石的真

正影响知之甚少。从那时起，许多事情都发生了变化，今天（2020 年）估计超过 90%（GIA 数

据）的这些宝石都经过了这一过程。 

红宝石的沉积物、特征以及修饰它们的干预措施 

直到 1980 年代末，已知的红宝石矿床仅限于东南亚的几个地区：缅甸（直到 1989 年是缅甸）、

泰国以及在较小程度上的斯里兰卡（直到 1948 年被称为锡兰）。缅甸数百年来一直是最大的生

产国，但在 1962 年军事政变之后，它已经“将权杖”传给了泰国。在大约 3 年的时间里，曼谷及

周边地区是这些宝石的主要产地，但它们的矿藏很快就耗尽了。 1990 年代，在泰国大型采矿作

业结束的同时，广泛的领土勘探导致了新领域的繁荣。 

自即将到来的千年结束以来，这些石头的生产状态成倍增加。虽然这恢复了红宝石贸易的稳定和

繁荣，但也使得确定其地理来源变得更加复杂。没有关于其全球开采的官方数据（主要来自次生

矿床的小型手工企业），但人们普遍认为，今天缅甸和莫桑比克是这些深红色宝石的两个主要出

口国。了解材料的来源很重要，因为除了来自一些著名地方的声望（和相对价格）之外，还可以

在此基础上设想一些类型的处理。 

源自变质成因矿床的石头，与大理石有关，如缅甸（摩谷）、阿富汗、中国（云南）、肯尼亚

（马查科斯-锡卡地区）、马其顿（普里莱普）、尼泊尔、巴基斯坦、塔吉克斯坦、坦桑尼亚

（马亨格） , Morogoro ), 越南 (Yen Bai, Quy Chau )，通常缺铁，对热处理没有反应。 

角闪岩（最常见的主岩类型之一）相关的红宝石，例如格陵兰、肯尼亚、马达加斯加（ Ilakak

a 、 Nosy Be、Ambato 和Ambondromifehy ）、马拉维、莫桑比克、坦桑尼亚（ Longido 、 Win

za ）和印度的矿床，他们很容易受到这个过程的影响。 

最后，与岩浆/火成岩矿床相关的玄武岩碱性类型，例如尖竹汶府、达叻府（泰国）、拜林（柬

埔寨）、孟许（缅甸） 、澳大利亚、柬埔寨、喀麦隆、埃塞俄比亚、法国、肯尼亚（ Mangari 、

Taita Taveta）、以色列、马达加斯加（安卡拉特拉-安齐拉贝地区-Antanifotsy ）、新西兰、尼日

利亚、卢旺达、苏格兰和越南（达克 Nong )，通常由于铁含量，对在烤箱中烹饪表现出明显的反

应。 

方法 



直到 1990 年代，缅甸红宝石才开始进行热处理（当时主要产自抹谷，Mong Hsu 直到 1991 年才

开始大规模生产），但在斯里兰卡和泰国很常见。为了提高透明度，红宝石在 1000°C 和 1900°C 

之间的温度下“煮熟”了几个小时，即达到接近金红石熔点（1843°C，然而开始在 1650-1700°C 熔

化并呈现蓝色）和刚玉（约 2044°C）。为了增加这些基本熔炉的热量，“鼓风机”可以每秒向移液

管吹气 2 次，持续几分钟。用于这些仍然非常简单的过程的传统燃料是从椰子的木质部分获得的

煤。另一方面，在更现代的车间中，使用气瓶或电器。这种处理方式并不总是适用的事实与这些

“诡辩家”的诚实感无关，而是与这种处理方式对所有石头的效果不同的意识有关。一些红宝石可

以对高温做出明显变化的反应，而其他具有不同化学特性的红宝石对这种干预完全惰性。 

这种改变红宝石纯度和颜色的形式有无数种变化，其中一些仍然未知，但所有这些系统都有一些

共同特征，例如，需要采取行动： 

1.温度-时间关系 

2.氧化还原的条件（有无氧） 

3.可以与宝石相互作用的化学物质的存在 

刚玉的热处理会影响粉化或星状的存在。 

热处理的主要种类 

在低温下（800-1200°C） 

尽管几个世纪以来一直为人所知，但由于开发新矿床，特别是莫桑比克的矿床，该系统最近得到

了传播，通常达到的温度从550°C 到 750°C不等（但可以达到 1000 ° C ) 大约，虽然它们导致许

多样品中的蓝色成分显着减少，但它们并不涉及宝石中包含的大部分矿物质的熔化。因此，这种

对内部特征的有限影响使得使用标准宝石学分析工具难以检测到这种干预。然而，这种干预可以

由专门的实验室通过 FTIR 光谱来揭示。 

在高温（1200°C +） 

这是上面已经提到的最“传统”的处理方法（通常高于 1300 ° C），用于通过触发金红石的重吸收

将宝石的颜色从棕色或紫色变为红色（有时从红色变为橙色）矿物。有时还可以提高“加热”石头

的透明度。 

在 1980 年代初期，电动马弗炉（最高可达 1800 ° C）的引入向这个方向迈出了重要一步。 

此外，自 1997 年以来，德国公司 LINN 开始销售用于处理刚玉（最高 25 bar）的低压高压釜，其

中许多已在亚洲销售。在增加压力的辅助下进行长时间的加热处理可以产生颜色突变，而不会引

发部分宝石中存在的负流体填充晶体内含物的爆炸。 

治疗披露：对于所有这些形式的手术，宝石学测试的主要工具（如果您没有配备先进设备的实验

室）仍然是珠宝商的镜头、显微镜和夹杂物分析。 

填充裂缝和空洞 

带玻璃 

自 1980 年代以来，普通玻璃（二氧化硅）已被广泛用于填充红宝石的空洞和裂缝（早在 1984 年

就有描述）。该系统旨在改善红宝石的外观（尤其是正面朝上时）并增加重量（如果裂缝是空心

的）。 

含铅玻璃 

这种处理可以追溯到 2000 年代初，通常会增加宝石的透明度和光度，在改变后，这些宝石看起

来可能是更昂贵的红宝石。该过程不是永久性的，如果不仔细处理和清洁石头，可能会损坏。这

些宝石通常没有价值，也不被主要的宝石分析实验室归类为红宝石。 

与其他材料 

去除明显杂质后，将红宝石加热至900-1,400°C之间的温度（此过程有时还可以改善其颜色）。

当石头达到所需的热值时，将特殊粉末倒在上面（特别是铅和二氧化硅，还有钠、钙、钾和金属

氧化物，如铜或铋），将得到的化合物带回约900°C ，以让添加剂渗透其裂缝。然后将宝石冷却

并切割。 

硼砂 

自 1980 年代初以来， 另一种物质已经进入以增加已经大量的治疗方法：硼砂（或十水四硼酸

钠）。 添加这种类型的熔化材料 （焊剂）在加热阶段熔化，有助于防止由热冲击引起的断裂并

降低引入材料的熔点。随后，通过添加亚微观量的合成刚玉，当宝石冷却时它们会凝固，裂缝被

封闭和覆盖，从而“愈合”。这种材料现在很常见，很容易找到。 

含油、染料和聚合物 

上油是另一种填充表面裂缝和改善宝石颜色的方法。这曾经是一种通常与祖母绿相关的做法，但

最近在低品质红宝石和尖晶石中也变得非常流行。油填料不如玻璃稳定。随着时间的推移，油脂

会蒸发，留下没有吸引力的宝石，带有非常明显的裂缝。大多数表现出这种处理形式的宝石来自

缅甸，许多供应商认为润滑是一种标准程序。除了简单的油外，还有着色剂，通常用于增强宝石

颜色的红色液体（在泰国尖竹汶府，它以“ King Ruby Red Oil ”的品牌名称出售）。 



处理披露: 通常，所有这些处理都是通过借助放大工具进行目视检查（颜色、光泽、透明度、气

泡存在的差异）来突出显示的。 

扩散 

在 1990 年代中期，一种创新系统悄然推出，在无色或浅色刻面刚玉中创造出红色。在宝石实验

室发现其在市场上的存在之前，这种方法被忽视了一段时间。 

穿透宝石表面的材料（厚度小于 1 毫米）不是造成红宝石颜色的物质，即三价铬或三价铬，而是

氧化铬（CrO3，它取代了红宝石的原子）铝）。将选定的样品浸入含有 3 - 6% 这种无机化合物的

溶液中，然后放入铝坩埚中。然后，它们在氧化环境（能够在氧化还原反应中释放氧原子）中承

受1600°C 和 1850°C 之间的温度。加热时间可以变化很大（ 2 到 200 小时） 。十年来，人们已

经知道铬会更深地渗透到用电子束照射的刚玉样品中，但似乎经过处理的样品似乎并没有在市场

上出售。表面改性的类型本身在红宝石中相对较少，但在蓝宝石（蓝色）和帕帕拉恰蓝宝石（橙

粉色）中更为常见。在元素周期表中，铁是 26 ，钛是 22 ，铍是 4 。这就是为什么橙色铍漫射蓝

宝石比蓝色蓝宝石具有更好的颜色穿透力。这也是铬（元素周期表中的第 24 位）不受欢迎扩散

的原因。 

治疗披露：有了适当的知识，这种干预不难识别：使用漫射光和浸泡可以帮助；通过细致的观

察，可以辨别斑点和/或单板边缘的颜色组合。非均匀荧光也可以通过实验室仪器（例如 X 射线

或 XFR）进行测量，但不是标准的宝石学仪器。在某些情况下，以这种方式处理的宝石显示出双

折射率 (RI)；典型的刚玉（1.762-1.770）与另一系列色调相结合，其值 1.779-1.789 对这块石头

来说是异常的。 

虽然简单地“煮熟”的红宝石可能非常昂贵，但所有经过上述系统改造的红宝石价值都非常低。 

治疗和宝石护理的稳定性 

无论采用何种处理方法，对重嵌入（低质量）起始材料施加压力都会导致裂纹和裂纹（耐久性问

题）。尽管它的硬度（莫氏硬度为 9，绝对硬度为 400），但红宝石必须小心处理，因为它可能

在内部很脆弱（由于夹杂物的存在）并被这些人工修饰进一步削弱。 

合成对应物 1837 年，高丁通过熔融高温钾明矾和少量铬作为颜料制成了第一颗合成红宝石。 1847 年， Ebel

men通过在硼酸中熔化氧化铝制成了白色蓝宝石。 1877 年， Frenic和Freil制造了水晶刚玉，可以

用来切割小石头。 Frimy和 Auguste Verneuil 通过将 BaF2 和 Al2O3 与一些红烧铬混合来生产人造

红宝石。 1903 年，Verneuil 宣布他可以使用这种火焰熔化工艺以商业规模生产合成红宝石。到 1

910 年，Verneuil 的车间已扩大到拥有 30 个窑炉的制造设施，1907 年的宝石年产量达到 1,000 

公斤（2,205 磅）。 

Grown Ruby - 一种合成红宝石，由溶解在熔融焊剂中的氧化铝制成。 

日内瓦红宝石 - 在日内瓦制造的第一颗合成红宝石（约 1885 年）。 

Verneuil Ruby - 使用火焰铸造工艺制造的合成红宝石。 如今，德国、法国和瑞士的工厂可以容纳

近 1,000 台烤箱，日夜同时运行。中国、泰国和其他地方也有大量生产。这些工厂的产量以吨而

不是克拉来衡量，原料合成刚玉的成本可以低至每克拉几美分。如此生产的晶体称为晶锭，在标

准车间切割，有时通过机器或人工切割，劳动力成本低廉。 

它可能与 一些通常或历史上称为红宝石的宝石，例如英帝国皇冠上的黑王子红宝石，实际上是尖晶石。这

些曾经被称为“巴拉斯/巴拉斯红宝石”（但也被称为 balascia或 balascio）。其他仿石可以是红色

石榴石、红色电气石（红碧玺）、彩色玻璃和合成石，例如 CZ 和 YAG（人造石榴石）。这些仿

制品可以追溯到罗马时代，早在 17 世纪，人们就已经开发出一种技术，可以通过在熔炉的下部

燃烧猩红色的羊毛来将床单染成红色，然后将其放在假石头下面。 r 可能会误导毫无戒心的买

家。 

指示性宝石学测

试 

对于红宝石，考虑到仿品、合成宝石、复合宝石和经过处理的宝石的数量，所有的宝石

学测试都可以作为指示。显微镜检查通常很重要，但不足以进行安全识别。在许多情况

下，使用常见的宝石学工具进行测试并不足以得出结论/ 

价值 (2021) 高： 100K-1M+ 美元/克拉 

克拉以下 

中等： 10k-50k $/ct 

1-3 克拉 

低： 500-1000美元/克拉 

3 克拉 + 

典型切割 校准切割通常用于标准价值的宝石，尤其是阶梯椭圆形。卓越的颜色或净度的宝石采用

个性化的刻面线，以最大限度地保留宝石。 

名石 华盛顿特区的史密森尼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拥有一些世界上最大、最美丽的红宝石。这

颗23.1 克拉（4.62 克）的缅甸红宝石镶嵌在铂金钻石戒指上，由商人彼得·巴克（Peter 

Buck）捐赠，以纪念他已故的妻子卡门·卢西亚（Carmen Lúcia ）。 

2011 年 12 月 13 日至 14 日，伊丽莎白泰勒的全部珠宝收藏在佳士得拍卖。拍卖中包括

几件镶嵌红宝石的首饰，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枚镶有8.24 克拉宝石的戒指，售价为 4

20 万美元或每克拉 512,925 美元。 



日出红宝石是世界上最昂贵的红宝石，最昂贵的有色宝石，也是除钻石之外最昂贵的宝

石。 2015 年 5 月，它在瑞士以 3000 万美元的价格拍卖给一位匿名买家。 

记录石头 Eminent Star  6,465.00 克拉印度  

Ecce Homo Star Ruby  2,890.00 克拉莫桑比克  

爱德华兹红宝石 167.00 克拉   

Rosser Reeves Star Ruby  138.70 克拉斯里兰卡  

布列塔尼的 安妮105.00 克拉 

自由钟红宝石是世界上最大的开采红宝石。它在 2011 年的一次抢劫中被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