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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表：蓝宝石或粉橙色离子（称为 Padpa radscha ） 

杰玛 - 名字  （意大利语 帕帕拉恰）   

（英文 - 帕帕拉恰） 

 （法语- 帕帕拉恰） 

 （西班牙语 - 帕帕拉恰） 

 （葡萄牙语- 帕帕拉恰） 

（泰语- Padparadscha）（德语- 

Padparadscha） 

（阿拉伯语 - بادبارادشا 比亚巴拉

德沙） 

 （俄语 - Падпараджа 帕帕拉

贾）  

(普通话-帕帕拉恰 pà pà lā qià )  

（斯瓦希里语 - 帕帕拉恰） 

（印地语 -帕帕拉恰） 

照片  

  

颜色 (GIA) 帕帕拉恰的颜色范围分为 2 种颜色：粉红色 和橙色。帕帕

拉恰蓝宝石是世界上最稀有的宝石之一，在其他宝石种类

或颜色替代品中无可匹敌。 

颜色的原因 橙粉色，Cr 3+为八面体配位和色心，Cr 4+为八面体配位，由于晶体结构中的Cr 4+和Mg 2+被Al 3+取代。 

异色宝石 

分类 矿物类 

氧化物 

物种-矿物组 
刚玉-赤铁矿 

种类 
粉橙色蓝宝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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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粉-橙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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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标准，它可以根据铬的存在和颜色的强度而变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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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坦桑尼亚( Longido , Winza ),斯里兰卡( Elahera District - Central Province, Polonnaruwa District - N

orth Central Province, Sabaragamuwa Province , Colombo District - Western Province), 马达加斯

加（安卡拉特拉- 安齐拉贝地区 - Antanifotsy ），越南（Yen Bai， Quy 周）。 

一些专家认为，真正的帕帕拉恰蓝宝石仅来自斯里兰卡，数百年来，斯里兰卡一直是这种备受追

捧的宝石的唯一来源。 

地质年龄： 30亿至5000万 
原石的特点 蓝宝石（包括帕帕拉恰）喜欢长成扁平的六角形（有时是双锥体）形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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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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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多人从不怀疑这个词是通过僧伽罗语从padmaragaya (padma = lotus, raga = color) 衍生出来

的，黄色粉红色的东方莲花(nelumbo nucifera ) 。然而，在宝石学文献中最早提及该术语的是K

eferstein （ 1849 年）。这位德国作者指出，梵语中的术语padmaraga是指莲花或玫瑰红的颜

色，也出现在孟加拉语中： padmaraga和padmaragmani ，“mani”是石头的后缀。有趣的是，对

帕帕拉恰颜色的第一次描述倾向于粉红色，而不是橙色。这种偏差似乎是一种严格的现代发展。 

1909 年，宝石学家 Max Bauer 使用术语patparachan来表示“红黄色”刚玉。在 1930 年代初期，当

这种颜色的合成刚玉很丰富时，该术语被应用于橙黄色红色宝石。 值得注意的是，当 Kunz 在 

1915 年引用Claremont 1913 年对所谓的padparasham的描述时，人们对红黄色的普遍看法发生

了巨大变化，这是一种非常罕见且精致的粉橙色调。帕帕拉恰蓝宝石在 2019 年是丰收的一年，

大张旗鼓地出现在现场。在 Eugenie 公主于 2018 年订婚并以帕帕拉恰蓝宝石花朵戒指为标志的

支持下，这颗宝石有望在 2020 年及以后继续其吸引力。 

名称：名称来自梵文/僧伽罗语“padma raga”，莲花的颜色。 

其他商品名： Padparascha ， 
品种： Padparadscha 是商品名称，但不是某些粉红橙色蓝宝石的技术名称。 

属性属性 粉橙色蓝宝石 (Padparadscha) 是歌手、艺术家、作家和其他想要在创意表达方面表达真诚的人的

保护石。这块石头促进了神圣的灵感，并有助于将精神洞察力带入显化。 

它散发出生命的能量。事实上，它是一种强大的石头，可以用来增加生育能力，提高性欲和精

力。这块石头也被称为集中和平静心灵。释放不需要的想法和精神紧张。它将促进直觉和美感的

开放，在恢复身体平衡的同时带来快乐和轻盈。 

作为一个大的支撑水晶，这颗宝石让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了解更高的哲学。此外，这种蓝宝石品

种将激发作家、领导人和部长的智慧和思想。它还将提高律师和记者的辨别力和判断力。 

说到说话，戴上这块石头可以提升你的自尊心，增强你面对自己的能力，明白一些变化是好事，

会改善你与他人的关系。通常，这适用于爱人、同事、朋友和家人。 

与更愿意改变和更自信并没有完全不同，这颗宝石与公平判断和正确区分的能力有关。事实上，

这是一项你不能太擅长的技能，因为它不仅会在短期内帮助你做出选择和思考，而且从长远来看

也是如此。 

考虑到这一点，粉橙色蓝宝石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决心来源，尤其是当您面临强烈反对时。如果

你能准确地判断和辨别，你就会有一个清晰的心，坚定地扎根于现实。 

行星：金星，太阳 

月份：九月 星座：狮子座 

脉轮： 骶骨 

治疗 通常由铍扩散产生（从 2000 年代初就知道）：通常在浸入或用漫射滤光片观察时显示黄橙色边

界 - 粉红色核心（但随着颜色深入渗透到石头中更难）。 



放射性轰击很少用于增强蓝宝石的黄色，并在帕帕拉恰蓝宝石特有的富含铬的粉红色宝石中产生

橙色色调。以这种方式获得的颜色不稳定，在阳光下很快就会褪色。 

合成对应物 与所有其他蓝宝石一样，也有合成宝石可以通过熔融法和溶液法（热液法、暗法/熔剂法）制成 

它可能与 可能被混淆的宝石包括：粉色托帕石、碧玺、CZ 和玻璃。 
指示性宝石学测试 如果存在，表明高热处理的均匀橙色荧光表明铍扩散处理。 

价值 (2021) 高：5,000-10,000 + $ / 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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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切成枕形、泪滴形或椭圆形。 

名石 Eugenie 公主 2018 年的订婚戒指上刻有4.05 carti padparadscha 蓝宝石花朵。 

记录石头 28.04克拉帕帕拉恰蓝宝石戒指于 2017 年 11 月在拍卖会上以2,464,470 美元的价格售出。 

已知最大的宝石级帕帕拉恰蓝宝石重100.18 克拉，现藏于纽约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 

1980 年代初期，在斯里兰卡的拉特纳普拉发现了一颗 1126 克拉的巨型水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