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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表 - 一般：翡翠 -软玉 

杰玛 - 名字  （意大利语 -翡翠/软玉） 

（英文 - 翡翠 -软玉） 

 （法语- Jade- néphrite ） 

 （西班牙语 - 玉肾） 

 (葡萄牙语- Jade-nephritis) 

(泰语- หยก - เน ฟ ไฟ ร ์h̄yk - nef f ị r ̒ ) 

（德语- Jade- Nephrit ） 

（阿拉伯语 - اليشم 回复 阿利亚

什穆 阿尔纳弗里特） 

（俄语 - Нефрит-нефрит 肾

炎-肾炎)  

(普通话-玉 软 玉 yù ru ǎn yù )  

（斯瓦希里语 - 翡翠肾） 

（印地语 - जेड - नेफ्राइट 杰德-尼弗

莱特） 

照片  

 

 

颜色 (GIA) 它有浅绿色或深绿色、黄色或棕色、白色、灰色和黑色。

绿色品质最受欢迎。在强光下菠菜绿到几乎苹果绿是最好

的色调。 

颜色的原因 由于阳起石中的铁含量，大多数肾炎呈绿色。铬（稀有）使软玉呈翠绿色（通过 Na + -Cr 3+ >> C

a 2+ -Mg 2+取代），黄色至棕色软玉被沿内部裂缝边缘或内部裂纹边缘引入的氧化铁和氢氧化物染色谷

物。其他颜色：富含镁的奶油米色（羊脂玉）。绿色，由于铁。棕色（氧化铁）；有时表层皮肤

呈深褐色。还有淡黄色、灰褐色、黄绿色、黑色。 

异色宝石 

分类 矿物类 
硅酸盐 

物种-组（矿物） 
阳起石/透闪石-闪石 

种类 
肾炎 

光学特性 比重： 

3.10-2.90 
自治市： 2.95 

RI： 1,600–1,641；点 RI 1.61；  

偏光镜：添加 

双折射：- 0.027+ 通常无法测量  

特点 光学

的 

负双轴 

多色性 
不 

Lustre（光泽）——断口的光泽 

 碎屑-颗粒状  
分散（火） 

0.027 - 不可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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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纤维状 

 

 
熔点： 1390℃ 

非凡的光学效果 
阳起石猫态度） 

晶系 
单斜;它以微晶到大量隐晶聚集体

的形式出现 

水晶类 

化学式 硅酸钙镁 

 

 

Ca 2 ( Mg, Fe ) 5 Si 8 O 22 (OH) 2 

光谱仪图像 

 
一般来说，它没有特征，但可以在 460 nm、498 n

m、509 nm、690 nm 处显示微弱的线条。 

断裂 

 

剥落 
没有任何 

Breaking - 离别  
不 

断裂 
从碎屑到颗粒 

耐用性 硬度（莫氏） -绝对 

6-6.5; 48-60  
韧性 

卓越（最高） 
稳定性（热、光、化学品） 
优秀（如果不治疗） 

清晰度 - 特征 典型夹杂物：软玉中的石

墨夹杂物证明随着变质等

级的增加逐渐石墨化。夹

杂物范围从半石墨或偏无

烟煤到结晶石墨。通过多

阶段热液活动形成软玉。

铬铁矿和石墨的“黑点” ；

平行透闪石晶体产生白色

条纹，在中国贸易中被称为“水线”。除闪石外，软玉还可能含有少量或痕量透辉石、钙



铝榴石、磁铁矿、铬铁矿、石墨、磷灰石、金红石、黄铁矿、达托石、维素石、葡萄

石、滑石、蛇纹石和榍石的多晶型物。 

盖伊 
不适用 

透明度（商业）- 透明度 
半透明到不透明 

沉积物——岩石

类型 

绿色软玉的形成发生在蛇纹岩与镁铁质和长英质岩脉之间的接触岩石上 交代的。它通常存在于

蛇绿岩中：在弧后盆地中形成的海底切片，并在海洋俯冲和闭合的最后阶段被放置在陆地上。肾

炎有两种：一种由白云石（白云石）形成，一种由蛇纹石形成；然而，尚不清楚该蛇纹岩来自交

代白云岩还是地幔岩。中国软玉在 15 个与碳酸盐有关的位置（特别是从塔里木盆地以南的阿尔

金带，长 1100 公里）和 7 个到蛇纹岩被发现。在可以收集石头的地表水平，肾炎通常以河流或

海滩鹅卵石的形式出现。 

地质年龄：约4亿年 
原石的特点 软玉是一种主要由透闪石-阳起石系列的微晶到隐晶质毡状闪石组成的岩石。肾炎的沉积物范围

从 30cm 到 3.5 / 4m 宽。较大的矿床很难处理。表面上的那些有时会提供重达 200 吨且很少低于 

50 公斤的原石。平均重量为两吨，可以满足国内大部分雕刻厂的要求。 

软玉和翡翠的区别。 

作为宝石，玉可以是两种主要宝石之一：硬玉或软玉。尽管两者通常都被称为玉，但这些矿物之

间存在显着差异。硬玉是一种富含铝的辉石，硬度略高（软玉为 6.5-7，而软玉的硬度为 6-6.

5），由颗粒状互锁且非常致密的晶体组成，而软玉是一种闪石（含有氢的水合矿物），富含镁, 

由交织成不透明纹理的纤维晶体组成。两者在大多数火成岩和变质岩中都很常见。辉石是一组

钙、镁和铁的硅酸盐矿物，而闪石是钙、镁、铁和铝的复杂水合硅酸盐。 

但是，两者都容易划伤。肾炎可以发生在非常大的尺寸。大型玉雕一般都是用这种材料制成的。

优质翡翠通常用于制作较小的珠宝。两种材料都非常耐磨，虽然软玉是两者中最坚韧的。然而，

翡翠的上乘颜色（多样性和鲜艳度）——帝王绿，只在翡翠中发现。翡翠的透明度通常也较高。

这些因素，再加上更加稀有，使得翡翠比软玉更昂贵。 

纯软玉是透闪石矿物。硬玉要复杂得多，因为它属于一种固溶体，在不同矿物中不断分类。此

外，翡翠很少是纯净的：大多数都含有一些透辉石分子（Ca、Mg）或辉石族的矿物质。 

软玉是考古文献中广泛使用的术语，根据 IMA （国际矿物学协会），它不是矿物的有效名称。

相反，它应该被称为透闪石或透闪石-阳起石，并且发现它的岩石（可能与其他矿物如阳起石或

铁-阳起石一起）可称为软玉。 

主要存款 澳大利亚（考威尔、南澳大利亚、新西兰类材料；可能大量供应。） 、加拿大（弗雷泽河、不

列颠哥伦比亚省，深色肾炎） 、中国（新疆，一般为浅色，奉天-辽宁，黄色至绿色) ，意大利

（利古里亚） ，新西兰（奥塔哥地区，毛利绿石，原地和巨石，通常从深绿色到黑色） ，波兰

（ Jordansmuhl ，从乳白色到灰绿色，带有绿色斑点）。俄罗斯（贝加尔湖，深菠菜绿色，带有

大量石墨黑色夹杂物或斑点，非常典型的精细颜色）。台湾（花莲县，从菠菜绿到豌豆绿） ，

美国（怀俄明州，巨石点缀着绿色和白色，非常有特色的材料；阿拉斯加，绿色，非常大的团

块，有时纤维状且混乱；加利福尼亚，冲积物，各种绿色阴影，重达 1,000 磅的巨石；威斯康星

州：（灰绿色，不太吸引人，Lander）；德国；墨西哥；津巴布韦马沙巴区。 

发现年份 非常古老，公元前六至五千年：玉的中文单词是中文中最古老的单词之一；据说它的象形文

字起源于公元前 2950 年，当时将发生从打结的绳索到书面标志的过渡。象形图代表三块玉石，

用细绳刺穿和穿线。  

历史 今天对首次报道的肾炎使用进行了辩论。过去人们认为它发生在新石器时代的兴隆洼文化中，现
在是中国东北现代的一部分 （兴隆洼文化） （公元前6200-5400年） 。软玉用于制作圆形耳环

和其他文物。而今天，有一些发现显示了这种材料是如何同时使用的，甚至可能是以前在东欧使

用的。根据最近对史前发现（新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的矿物学测定，已识别出许多软玉物品

（主要以小斧头和凿子、仪式权杖和动物形态的护身符以及一些装饰品为代表）。在保加利亚和

巴尔干地区的邻国。由于发现了大量可追溯到新石器时代晚期的软玉及其在人类文明史上的重要

意义，这一遗产被统一为巴尔干“软玉文化”的名称，其历史可追溯至公元前 VII-VI 千年. 

土耳其：在Kadi-Keuï附近的一个新石器时代遗址中提到了 20 个由软玉和其他岩石制成的石器。

软玉被首选作为更典型的大型和制作精良工具的原材料。初步分析和观察表明，在Şarköy附近的

萤石带中的软玉源已被开采，该地区的原材料向北行进 150 多公里，到达保加利亚 Stara Zagora

和Haskovo地区的新石器时代遗址。 

希腊：已知有两个来自史前遗址Dikilitash的小软玉护身符，两个来自 Sitagroi 的新石器时代晚期

（公元前 6 世纪）阶段的轴，以及来自Topolnitsa -Promachion遗址的两个软玉或软玉轴，均位



于希腊北部。从色萨利的新石器时代早期的Sesklo遗址发现了大约 10 件小型“绿色石头”（可能是

软玉）斧头和凿子。 

巴尔干半岛。在现代马其顿、塞尔维亚、克罗地亚、黑山和阿尔巴尼亚发现了几件软玉文物，其

历史可追溯到公元前 5 世纪至 4 世纪之间的各个时期。在几乎所有欧洲国家（俄罗斯、罗马尼

亚、德国、奥地利、西班牙、比利时、芬兰等）发现了由软玉制成的新石器时代物品。 

意大利：软玉曾在撒丁岛西部用于制造一些石器工具（尤其是凿子），并在新石器时代遗址（新

石器时代中期 4000-3250 BC）中发现，但在公元前三千年中期消失了。蒙特克拉罗）。 Castrog

iovanui博物馆（西西里岛）报道了一把软玉斧。来自意大利新石器时代遗址的抛光软玉石工具总

数估计为 28 件：1 件（拉齐奥）、2 件（意大利南部博物馆）、1 件（西西里岛）和 24 件（撒

丁岛）。 

加拿大：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卡里布地区发现了北美软玉工具，其历史可以追溯到4,000 多年

前。它的使用在古代已经绝迹，但在 1850 年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弗雷泽河地区发生的淘金热期间

又重新流行起来。一些原始材料质量上乘，被中国朝廷购买。此后，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绿色肾

炎继续源源不断地输入中国。 

新西兰： Pounamu是指在新西兰南部发现的几种坚硬耐用的石头。毛利文化于13 世纪末在岛上

定居。它们在新西兰备受推崇， pounamu 雕刻在毛利文化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Pounomu在使用

的石头中还包括软玉。由这种材料制成的工具之一是Mere ，这是一种短武器，具有扩大的撕裂

形状的宽刃，用于打击/打击对手的身体或头部，通常由软玉制成（ pounamu或绿石）。 A simp

le是新西兰土著毛利人传统的、徒手的、徒手的武器之一，是酋长的象征。 在 19 世纪末和 20 世

纪初的维多利亚时代和爱德华时代，用黄金和pounamu制成的珠宝和其他装饰品在新西兰变得特

别流行。它继续受到新西兰人的欢迎，并且经常作为礼物赠送。 

中国：虽然在所有使用软玉的古代地方，最终都更换了软玉，放弃或限制了软玉的使用，但在过

去的几千年里，软玉在中国的受欢迎程度一直很高。 

国内最早的石头来源之一是河流软玉：在中国西部新疆省的和田市（和田市；又名和田，和阗）

附近可以发现白色（ Yurungkash ）和黑色软玉（ Karakash ）。 

火祭是红山文化的典型 （红山文化，公元前4700-2900年），在该国北部的今辽宁省周围发展起

来。这个文明是最早使用肾炎的文明之一。他们的传统流传了几个世纪，以至于在红山文化之后

数千年定居该地区的商朝都城殷墟遗址也发现了与红山工匠制作的类似文物。 

良渚_ （公元前3300年至公元前2250年）在浙江省现代杭州市地区发展。这个文明的成员非常重

视玉器，从他们墓葬中发现的数量众多且质量上乘的玉器来看。这些物品的含义、它们的具体来

源、形状和表面装饰仍然未知。良渚在礼葬中使用bi （中心有孔的圆形）和cong （空心圆柱体
或截锥体封闭在矩形体中）等图形，并高度重视肾炎。良渚使用玉器的图案传播到其他新石器时

代的文化，包括齐家和三星堆，跨越中国广阔的河流系统。这种古老文明的影响持续了几个世

纪，一直持续到青铜时代早期，商代晚期首都安阳发现的文物证明了这一点。 

曲沃发现了晋国公春秋时期的墓葬，墓葬上覆盖着曾经用丝织成的软玉小片。多年来，许多考古

学家怀疑玉葬长袍的记载只是传说。我是刘胜(刘胜; trad死于公元前113年)和他的妻子窦的坟墓 

河北满城的万，证明了他们的存在。刘升和窦的软玉礼服 Wan由2,498 块实心玉片组成，并用两

磅半的金线连接起来。每件连衣裙由 12 个部分组成：面部、头部、束腰外衣的正面和背面、手

臂、手套、绑腿和脚。被装饰的身体靠在一个镶有软玉的镀金青铜头枕上，手中拿着玉月牙。 

1758 年：瑞典人 Axel von Cronstedt （给镍取名的地质学家）在瑞典语中将 lapis nephriticus 改

名为“Nephrit ” 。 1780年翻译成德语学名。1791年进入AG Werner的经典系统。以前，' Nierenst

ein '，意思是对肾脏有益的石头，连同它的其他含义，肾结石是德语中使用的术语。 

1846年，法国化学家亚历克西斯·达穆尔对肾炎进行了第一次化学分析，发现它是一种闪石。据

许多人说，随后与翡翠的分离发生在 1863 年左右。随后，在1860 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法国

和英国军队攻占了北京的颐和园，并侵占了他们带到欧洲的数千块翡翠。达穆尔重新分析了玉

石，发现深绿色的石头在化学上与软玉不同（白色或深绿色），并称这种新石头为“翡翠”。 

1826 年，在俄罗斯萨彦地区的河岸发现了第一块绿色软玉巨石。 1851 年在奥诺特河沿岸有进一

步的发现。据报道，1986 年发现了第一个原发性肾炎沉积物。 

的储量估计为 336 吨。三个最大的绿色软玉矿包括Ospa 、 Gorlygol和Ulankhoda 。 Ospa 储存库

中有 15 个公认的软玉矿脉， Gorlygol有 30 多个， Ulankhoda有 20多个。 

肾炎于1886年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由华人定居者首次发现，但当时被认为一文不值，直

到1972年肾炎才在加拿大上市。矿业公司Loex James Ltd. 由两名加利福尼亚人创立，于 1972 年

开始对加拿大软玉进行商业开采。 

软玉市场上最大的事件是2008 年北京奥运会，奖牌采用了来自中国的软玉。中国政府发起了一

场教育和宣传活动来解释其重要性。随着需求和价格开始上涨，这彻底改变了该国的肾炎市场。

今天，最好的品质售价在每公斤 200 至 2,000 美元之间。 



 

姓名： 事实上，“玉”（软玉）被称为治疗肾结石的药物，而不是珠宝的原材料。 它被科学地翻

译成拉丁语和希腊语，分别是“lapis nephritus ”或“ lithos ” 肾炎“（ λίθος νεφριτικός )，字面意思

是“肾结石”。 1780 年，Abraham G. Warner 首次引入了这个名字。 

表示玉的中文术语（软玉，但有时也包括硬玉或其他石头）： 

中文的主要术语玉玉意味着既玉又白，纯洁或优雅（女人的）。字形在历史上与王极为相似，过

去认为此字本意为天、人、地，而今则认为是 斧头的象形文字，象征国王的权力。宝座附近有

一把礼斧，在中国古代用来进行仪式。最终添加了一个点/破折号来区分玉和王，代表“染色的

玉”。出于同样的原因，玉也可以写成玊（上）。 

玉玉=玉 或碧玉 

罽 - 努亚马，低玉 

琭 Lù -青石，肾结石，肾炎 

珔吉àn - 玉 

馽马 Númǎ - 下裆，低玉 

瑁Mào——玉 

犿 许安——玉  

翡翠fě icuì =翡翠；翠鸟树（通常是翡翠） 

绿色lǜsè =绿玉 

疲倦pí ju àn =疲倦;累了，劣质玉 

瑶 姚 =玉;宝石;珍珠母;珍珠母;有价值的;他使用了一个补充的荣誉头衔； 

玉石yù sh í =玉；玉石； （图）好与坏 

瑔 权=玉；壳 

碧bì =绿玉；蓝绿色；蓝色的 

玮 卫红玉 

白玉 白玉——白玉 

还有无数其他术语，列表可能会变得更长。 

其他商品名称： 

品种： 

White Jade 或 Fat Montone Jade：统称所有白玉。通常由杂质含量低的透闪石组成。 

黑色软玉：通称是指由石墨等矿物的微观内含物形成的所有黑色或非常深色的软玉。 

和田软玉：几乎完全由透闪石组成，但可能含有高达 5%（重量）的杂质，例如透辉石、绿帘

石、斜辉石、橄榄石、白云石、石英、磁铁矿、黄铁矿、磷灰石、褐铁矿和碳质物质。 

昆仑或青海软玉：具有白绿色图案：由阳起石和透闪石以不同比例组成，通常还含有少量硅灰

石。 

蓝田肾炎：颜色从白色到黄色、灰色、蓝色和浅绿色。颜色是由于氧化铁（黄色）、石墨（灰

色）和绿泥石、绿帘石或蛇纹石组（淡蓝色）的矿物的夹杂物。 

Nephrite Manasi : 绿玉主要由透闪石和少量阳起石组成。绿色是由绿色硅酸盐的微观包裹体引起

的，主要是绿泥石和蛇纹石族矿物，通常还含有透辉石和毛藻。 

深色软玉：通常由透闪石组成，有多种颜色可供选择，从白色（更有价值）到灰色。 

肾炎透闪石：总称，指以透闪石为主的各种肾炎。虽然所有的白玉都是透石玉，但并非所有的透

石玉都是白色的。透闪石的典型代表和田玉、玛纳斯玉、美菱玉呈现出不同的色彩。 

软玉岫岩：绿色，含有不同比例的透闪石和阳起石。有些品种也可能含有叶蛇纹石。 

属性属性 在中国，翡翠和软玉是非常重要的宝石，也与流行的信仰有关。形状、类型、颜色、原产地会影

响分配给这些材料的精神和保护力量。这些特征的多样性及其对购买者感知的保护的影响非常广

泛，难以以同质和合理的方式识别和组织。 

对于中国人来说，玉（软玉和硬玉，有时包括在这个名称下的其他石头）自古以来就被定义为

“美德”，即紧凑而细腻的一致性，巨大的韧性和高硬度、光滑和光泽的光泽，以及高透明度和达

到高抛光的能力，同时也被认为具有神秘的力量。尤其流行的是软玉可以预测人生阶段的信念：

如果玉饰看起来更明亮、更透明，则预示着未来会有好运；如果它变得沉闷，厄运是不可避免

的。 

汉代（公元前 206 年至公元 221 年）的徐慎所著的最重要的文献之一是提到中国古代贵族赋予软

玉的特性。详述《说文》中玉的五德 介子： 

1. 仁为它的光泽和光彩。 

2. 诚实的半透明质地。 

3. 智慧以其宁静、深远的语气。 

4. 5、诚信和勇气可以被打破，但不能改变。 



然而，根据古代亚洲人民的信仰，这些并不是与肾炎相关的唯一含义。在其他版本的玉饰和器物

上，被认为是权力、仪式、道德、财富和不朽的象征，另外 5 种美德似乎与上述不同，并与软玉

的品质直接相关： 

光滑度， 顺畅=人性的美德； 

半透明=正义的美德； 

声音=智慧的美德； 

硬度=勇气的美德； 

纯洁=诚实的美德。 

现代 

据说肾炎有助于寻找内心的平静与和谐。它也被认为是一种强大的保护石。据说可以防止事故和

伤害，以及负能量和诅咒。 

据说软玉也可用于吸引爱情和金钱，它被认为是丰富的石头，有助于增加财富和繁荣。 

据说肾炎的形而上学特性包括： 

帮助找到平衡与和平 

提供针对事故、伤害和负能量的保护 

吸引爱和金钱 

星球：不适用 

月份： NA星座： 

脉轮： 

治疗 古代肾炎是中国最重要的文物之一。尽管这块石头的作用非常重要，但过去对热处理的使用知之

甚少。然而，众所周知，中国古代玉器经常被加热到100 ° C 和 1300 ° C._ _最近证实，在殷墟遗

址发现的古代软玉已被加热。这也是学术界首次发现古代玉器被加热的证据。重温软玉的做法很

有可能不仅已有数千年的历史，而且非常普遍。这种干预不仅可以改变石头的颜色，还可以改变

它的透明度和“质地”。 A、B 和 C/BC 翡翠分级标准不常用于肾炎。 

软玉由于其更致密的结构而不像硬玉那样常被染色，但它可以浸渍。 

合成对应物 肾炎尚未合成。然而，许多天然宝石和合成材料可以模仿其外观。可能的天然仿制品包括天河

石、绿玉髓、胶凝石和蛇纹石/波恩石。 

伊森石”等人造玻璃材料可以近似软玉的外观。但是，它们的比重较低。 

它可能与 许多石头被错误地称为“玉”，并以软玉的形式出售。伪玉包括多达40 种在考古记录中伪装成玉的

其他岩石和矿物。一些最常见的有：蛇纹石、葡萄石、砂金石石英、蜥蜴石、粗石榴石、绿玉髓

和白云石大理石。肾炎经常被模仿。软玉三胞胎被组装在一起，并且还添加了染料以增强颜色

（很少）。 
指示性宝石学测试 外观、折射率和比重通常足以识别肾炎。对于更复杂的分析，专业实验室使用 X 射线衍射和拉曼

光谱。 标准宝石学方法、偏光显微镜、扫描电子显微镜 (SEM)、X 射线衍射 (XRD)、拉曼光谱和

能量色散光谱 (EDS)。 

价值 (2021) 高：2000+美元/克 中等： 100-00美元/克 低： 5-10美元/克 

典型切割 通常是圆形的，从小的凸圆形切割宝石到自由形状和雕塑，甚至是大的。 

名石 吉恩堂白色软玉皇家大印章-清乾隆丙绪年（对应1766年）于2021年在香港苏富比拍卖行（Lot 3

603）以145,691,000港元售予中国买家 

18,763,981 美元（当时） 

2021 年香港苏富比 (Lot 9) 以 53,771,000 港元（或当时 6,905 .971 美元）的价格以创纪录的价格

售出23.8 厘米高紫檀上刻有帝王铭文的东汉古代软玉. 

记录石头 最大的单块软玉佛像，重达260.76 吨，高 7.95m，宽 6.88m，宽 4.1m。它位于中国辽宁省鞍山

市玉佛园内的一座寺庙内。 这块玉石于1960年在辽宁省岫岩县出土，1992年雕刻，有七种不同

的颜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