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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表 - 一般： Kornerupine  

杰玛 - 名字  （意大利语 - Cornerupina ） 

（英文 - Kornerupine ) 

 （法语-cornérupine ） _ 

 （西班牙语 - 科尔内鲁皮纳） 

 （葡萄牙语- kornerupine ） 

（泰语 - คอรน์ เนอ รู ปิ น Khxr ̒ n 

下一个 rūpi _ _ n ) 

（德语- Kornerupin ）    

（阿拉伯语 - كورنيروبين） 

 （俄语 - корнерупин 角豆素）  

(普通话-角豆碱Ji ǎo dòu ji ǎn )  

（斯瓦希里语 - Kornerupine ) 

（印地语 - कोर्नरुपिर् 康纳鲁平） 

照片  

  

颜色 (GIA) Cornerupina 通常呈黄绿色至绿棕色，但也已知有其他颜

色，包括蓝色、棕色、黄色、粉红色 和 白色。 

颜色的原因 蓝色与八面体配位中的铬 (Cr 3+ ) 和痕量铁有关，而绿色与八面体配位中的钒 (V 3+ ) 的存在有关。 

异色宝石 - 异色 

分类 矿物类 
硅酸盐 

物种-组（矿物） 
Cornerupina - Cornerupina 

种类 
Cornerupine / prismatin 

光学特性 比重： 
3,283 至 3,346 

直辖市： 3.32 

回复：1.660 和 1.699 

偏光镜： DR 

 

双折射： 0.009 - 0.017 

特点 光学

的 

负双轴 

多色性 
强三向色 

X = 无色至绿色； Y = 无色、淡棕

黄色、淡黄绿色； Z = 淡棕绿色、

绿色、浅琥珀色 

Lustre（光泽）——断口的光泽 

 Vitreo - Vietreo  
分散（火） 

0.018 

光 荧光 
SWUV (254 nm) ：惰性（肯尼亚绿色品种：黄色） 

轻型紫外线 (365nm) ：惰性（来自肯尼亚的绿色品种：黄色） 

磷光 
不 

形式 水晶连衣裙 
大量 - 纤维状。 

棱镜（长而薄的棱镜） 
熔点： NA 

非凡的光学效果 
猫的态度（稀有，4 辐条） 

星座 

晶系 
斜方 

水晶类 

化学式 硼硅酸镁和铝 

 

MgAl 6 [( O, OH ) 2 lBO 4 l (SiO 4 ) 4 ] 

光谱仪图像 

 
绿蓝色宝石，有时：在 645 和 682 nm 处有条带，

在 472 处有微弱特征；有时503nm线 

断裂 

 

剥落 
好1方向 

Breaking - 离别  
不适用 

断裂 
圆锥形 

耐用性 硬度（莫氏） -绝对 

6.5-7; 86-100  
韧性 

从脆弱到谨慎 
稳定性（热、光、化学品） 

脆弱的 

清晰度 - 特征 典型夹杂物： 针状内含物或常见的针状晶体，

可以产生锐利的猫眼效果（灰色、绿色、黑

色）。 

在缅甸摩谷发现的星体物质，其“猫眼”效应归功

于微小的金红石和石墨夹杂物。其他内部特征包

括流体包裹体、张力裂缝和结晶包裹体（锆石、

磷灰石、赤铁矿）。    

盖伊 

NA（可能是 II 型） 

透明度（商业）- 透明度 
透明到半透明 

沉积物——岩石

类型 

角角石存在于变质和火山富硼沉积岩中，也存在于变质斜长岩（火成侵入岩）复合物中。它通常

与许多其他众所周知的矿物有关，例如刚玉（蓝宝石和红宝石）、杜莫铁矿、赤铁矿、硅线石、

红柱石、蓝晶石。 番红石、堇青石、尖晶石、电气石、grandidierite、黑云母、金云母、磁铁

矿、钛铁矿、赤铁矿和金红石。 



地质年龄：甚至超过十亿年。 
原石的特点 （原始）晶体通常以长棱柱形式出现。 

主要存款 虽然在格陵兰发现了cornerupine，但斯里兰卡目前是宝石级晶体的主要来源，并以其黄绿色至黄

棕色晶体而闻名。最近在坦桑尼亚和马达加斯加发现的其他发现和矿床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颜色，

具有罕见的蓝色和蓝绿色，通常带有紫色多色性。非洲cornerupina通常只发现小尺寸。 

澳大利亚（北部地区）、加拿大（魁北克）、格陵兰（ Sermersooq ）、肯尼亚 （夸莱县、泰塔

-塔维塔县）、马达加斯加（阿诺西）、缅甸（曼德勒地区、摩谷谷）、斯里兰卡（中部省、南

部省）。 南非、坦桑尼亚和挪威。次要矿床（prismatin）：瑞典、美国、南极洲。 

发现年份 1884 年：在格陵兰的Fiskernaes发现了第一个矿床（作为矿物而不是宝石）之后，1884 年首次

描述了被称为cornerupine 的镁铝硼硅酸盐（其他消息来源提到 1887 年，但似乎不太可能） 。

不久之后，发现了可切割的宝石级材料。 

历史 在 1884 年发现之后，cornerupina 出现在 1886 年德国地质学会杂志的一篇题为Über的文章中 爱
因 本质特征 颗粒剂 也 穆特格斯坦 茨维尔 纽尔 Mineralspecies （关于一种特殊类型的麻粒岩作

为两种新矿物种类的母岩） ，A. 绍尔。 直到1912 年才发现宝石级材料。 

 

名称：它以丹麦博物学家、艺术家和探险家Andreas Nikolaus Kornerup (1857-1881) 的名字命

名。 它有时被称为prismatin的矿物名称，指的是一种富含硼的品种。 Prismatin 被一位名叫 ES G

rew的科学家重新引入作为一个名字（文章标题为Revalidation for Boron-rich kornerupine组中的
成分）。 

其他商品名： prismatine 

品种: / 

属性属性 在过去，尽管它的受欢迎程度不高，但cornerupine有时被用来稳定情绪，平息强烈的情绪，帮助

打破生活中的障碍。 它被视为提供解决方案的宝石，有助于确定问题的根源。它也是改变人格和

性格，摆脱压迫的石头。它激发了对神圣本质、存在和无条件爱的实现的理解。对一些人来说，

它可以提高佩戴者的知名度或受欢迎程度。 

星球：不适用 

月份：不适用          十二生肖：NA 

脉轮： 心 

治疗 没有已知的治疗方法。 

合成对应物 没有商业合成版本。 

它可能与 虽然没有其他密切相关的宝石，但有一些宝石品种在颜色和存在方面非常相似。 Epidote很容易

与cornerupine 以及电气石和红柱石混淆。其折射率与锂辉石相似（1.660 和 1.699）。它的密度

也适中，可与坦桑石和 Zultanite（变色散居地）相媲美，这在尝试识别cornerupine 宝石时通常

很有用。 

最稀有的颜色之一是绿色，这使得宝石与祖母绿惊人地相似，不仅在颜色上，而且在折射率上。

然而，人们可以通过轻松分离 2 块宝石来区分多向色性（从不同角度观察时可以看到不同的颜

色）。 

电气石（分离方式：光学图、RI、双折射、光谱分析）、顽火辉石（分离方式：光谱分析、多色

性、光学图）、透辉石（分离方式：RI、双折射、光谱分析、光学符号、多色性）、僧卤石（分

离方式：RI、双折射、光谱分析）、 Spodumeno （RI、SR、紫外荧光、光学信号）。 Axinit

e ：（分离方式：颜色、多向色性、光谱分析、光学图 - 有时）。 它很少出现在混合批次的锡兰

宝石中，并且可能与绿柱石、橄榄石、黄玉或石英混淆。但这种石头具有很强的多向色性，深红

棕色和黄绿色是锡兰的主要颜色，通过这个特征可以快速识别。 
指示性宝石学测试 它通常可以通过其强烈的多色性和玻璃光泽与其他同类宝石区分开来，但也可以通过其长长的棱

柱形晶形来识别，这就是为什么它赢得了宝石的商品名称 棱柱形。它的密度也适中，可与坦桑

石和苏丹石/水铝石相媲美，这在尝试分离这些物种时通常很有用。 

价值 (2021) 高： 130+ 美元/克拉 

3 克拉 + 

中等： 80-100 $/ct 

1-3 克拉 

低： 30-50美元/克拉 

克拉以下 

典型切割 半透明到不透明的材料通常是凸圆形切割，尤其是当它们表现出粉化或星光等现象时。最常见的

形状包括椭圆形、泪珠形、垫形和圆形明亮式切割。由于宝石级矿床的稀有性，通常首选带图案

（非标准）的形状，而校准尺寸不太常见。 

透明宝石通常是分步切割的，在腰带上方一到两级，在腰带下方三到四级。这种风格提供了有吸

引力的对称外观。 

名石 没有这种类型的著名石头。 



记录石头 有些晶体的长度可能超过 20 厘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