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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表 - 一般： Grandidierite 

杰玛 - 名字  （意大利语 - 格兰迪陨

石） 

（英文 -格兰迪石） 

 （法语- Grandidierite） 

 （西班牙语 - 格兰迪耶里塔） 

 (葡萄牙语- Grandidierita ) 

（泰语 -) 

（德语- Großididierit ）    

（阿拉伯语 - جرانديديريت 杰兰迪

里特） 

 （俄语 - Грандидидиерит 格兰迪迪耶里

特）  

(普通话-花岗岩hu āgā ngy án )  

（斯瓦希里语 - 格兰迪陨石） 

（印地语 - ग्रैंडिडिएराइट - 颗粒状的 ) 

照片  

  

颜色 (GIA) 从青色 绿松石; _蓝绿色。 

颜色的原因 Grandidierite 呈现蓝色，其含有的铁 (Fe) 越多。一种最近发现的宝石，蓝色全长石是 Fe 

(Fe, Mg) 与 Grandidierite (Mg, Fe) 的类似物。 

分类 矿物类 
硼硅酸盐-新硅酸盐 

物种-组（矿物） 
格兰迪陨石 

种类 
- 

光学特性 比重： 

2.85-3.0 
直辖市： 2,976 

RI： 1,583-1,639 

偏光镜： DR 

双折射： 0.037-0.039 

特点 光学

的 

负双轴 

多色性 
强三色性：深蓝绿色/无

色-淡黄色/深绿色。 

Lustre（光泽）——断口的光泽 

玻璃质的，珍珠般的—— 珍珠般的 
分散（火） 

大声 

光 荧光 
SWUV：惰性 

LWUV：惰性 

磷光 

不 

形式 水晶连衣裙 
拉长且未形成良好的晶体；大量

的。 表格：模块尺寸在一个方向

上很薄。 

非凡的光学效果 
没有人 

晶系 
斜方，  

双锥体 
 

水晶类 

化学式 硅酸镁和铝 

 

( Mg, Fe ) Al 3 BSiO 9 。 

光谱仪图像 

 
479 nm 处的吸收线 

断裂 

 

剥落 
完美（1个方向）， 

好（1个方向） 

Breaking - 离别  

不 

断裂 
易碎、不规则 

耐用性 硬度（莫氏） -绝对 

（包括在内时为 7.0 ）- 7.5； 100 - 150  
韧性 

离散的 
稳定性（热、光、化学品） 

稳定的 

清晰度 - 特征 典型夹杂物：晶体（氯磷灰石、独居石、锆石）、

双相夹杂物（蒸汽/液体）、针状通道、平行生长平

面。  

第三类 
通常包括 

透明度（商业）- 透明度 
宝石材料是半透明到透明的。一般不透明。 



沉积物——岩石

类型 

自发现以来，已在富硼的铝伟晶岩中作为稀有的副矿物被发现；在与charnockite相关的 aplites、

片麻岩和结晶岩中；以及在高温低压下发生局部变质作用的岩石中（带有光环和捕虏体接触。 

年龄： 1.8-20亿岁 

原石的特点 长至 8 厘米的反面石（无规则形状）；通常被严重腐蚀。 

主要存款 多年来，马达加斯加南部的 Cap Andrahomana是唯一已知的宝石级材料来源。 Tranomaro的一

个新发现，也靠近 Cap Andrahomana ，产生了透明的、宝石级的 grandidierites。 

斯里兰卡的科隆地区也生产宝石级材料。 

其他来源包括： 

美国：纽约、怀俄明、阿尔及利亚；南极洲;捷克共和国;印度;意大利;马拉维;新西兰雷潘加岛；挪

威;斯洛伐克;苏里南， 加拿大。 

发现年份 1902 年： Alfred Lacroix 于 1902 年在马达加斯加首次发现了被认为是世界上最稀有的宝石之一

的 Grandidierite。这颗迷人的宝石以著名的法国探险家和地理学家 Alfred Grandidier的名字命

名，是硼硅酸铝镁。继令人兴奋的发现之后，2003 年在斯里兰卡发现了一个大型、多面、干净

的矿床。然而，这个发现很小，只包含约三分之一克拉的石头。 

历史 自最初发现以来，仅在世界上少数几个地方发现了巨陨石样本。 

名称：以描述马达加斯加自然历史和地理的法国探险家Alfred Grandidier命名。 

属性属性 Grandidierite因其美丽而备受推崇，还具有非凡的形而上学特性。作为蓝色和绿色的混合物，gra

ndidierite 与两个脉轮相连。如果石头比蓝色更绿，它与你的心轮连接更多，有助于与人建立关

系，并支配你生活中的爱、同情心和同理心。如果石头趋于蓝色，它有助于喉轮的功能。根据瑜

伽哲学，它的颜色有助于改善沟通、表达和直觉。它还与信仰、信任、耐心和尊重有关。 

星球：不适用 

月：  不适用              十二生肖： 不适用 

脉轮： 心脏和喉咙 

治疗 这些宝石没有已知的处理或增强方法。 

合成对应物 科学家们为诸如研究最近发现的hominelite和伟晶岩中的werdingite等项目合成了grandidierites 。

然而，这种合成材料在珠宝中的用途尚不清楚。 （也许这会随着 grandidierites 变得更加知名而

改变）。 

它可能与 Lazulite ，蓝色电气石，蓝色托帕石，jeremejevite。 

指示性宝石学测

试 

Grandidierites显示出强烈的三向色多色性。这意味着它们可以根据视角显示三种不同的颜色。 

Tricoism通常可以帮助区分 grandidierites 与其他宝石，但天青石可以呈现蓝绿色并显示无色/蓝

色/深蓝色多色性。它们也看起来是有线的，而且很少有刻面的。然而，天青石的折射率 (RI) 和

比重 (SG) 略高。 Grandidierites也有更大的硬度。硬度（划痕）测试只能作为确定粗糙度的最后

手段，因此不应在成品宝石上进行。 

价值 (2021) 高： $20,000-30,000/ct 

3 克拉 + 

平均： 2,000-5,000美元/克

拉 

1-3 克拉 

 

低： 100美元/克拉 

克拉以下 

典型切割 自 1902 年发现以来，大多数宝石级的大长石一直是半透明的。用这种材料切割的凸圆形看起来

非常有吸引力，甚至可以看起来像玉石。最近在斯里兰卡（约 2000 年）发现的透明材料和在马

达加斯加的新矿床（2014 年）产生了美丽的多面宝石。 作为凸圆形，半透明的grandidierites可

以重达1至10克拉，大小约为2.5克。很多材料是不透明的。 直到 2014 年，只有 12 个宝石级的

刻面格兰迪陨石标本。在大多数情况下，切割是为了赋予 Grandidierites圆形和明亮的形状。 

名石 这种类型的宝石没有特别出名。 2015 年， 《福布斯》杂志对 Grandidierite 的估价为每克拉 20,0

00 美元，超过了其他昂贵宝石（如亚历山大变石和蓝锥石）的价格，其原因在于 Grandidierite 

结晶形式的稀有性：从最早的 800从Tranamaro矿床中提取的 1 公斤毛坯，只有 60 克是透明的石

头，其中大部分由极小的原石晶体组成。  

记录石头 2003 年，在《宝石与宝石学》春季刊中，美国宝石学院揭示了第一颗来自斯里兰卡的已知透明

巨辉石宝石。最大的切磨重达763.5克拉。克拉（152.7 克），归 Medici Collection, LLC（美国）

所有，已于 2020 年 3 月 9 日验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