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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表 - 一般： Dias poro ( Zul tanite ) 

杰玛 - 名字  （意大利语 -苏尔坦石）   
（英文 - 水铝石 -苏丹石）  

 （法语- 祖坦石） 

 （西班牙语 -祖尔塔尼塔） 

 （葡萄牙语- Zultanita ） 

（泰语 -) 

（德语- Zultanit ）    

（阿拉伯语 - 拼音 海拔） 

 （俄语 - Зултанит 祖塔尼

特）  

(普通话-祖坦 zǔ tǎn )  

（斯瓦希里语 -姆祖塔尼） 

（印地语 - ज़ुल्तानाइट 祖塔奈

特） 

照片  

  
颜色 (GIA) 白色、棕色、无色、淡黄色、灰色、绿灰色、淡紫色、粉

红色。 

颜色的原因 颜色：含有微量的铁、铬、钛和锰。 

颜色变化的原因：不同能级之间的电子跃迁涉及到红宝石中Fe3 + 和Cr3 + 微量元素的3d轨道，

导致在绿色区域观察到相对较高的透射率（约500 nm）和红橙色区域（600-780 nm) 的可见光。 

分类 矿物类 
氧化物 - 氢氧化物 

物种-组（矿物） 
水铝石 - 水铝石 

种类 
水铝石 - 虹彩水铝石 

光学特性 比重： 

3.30-3.40 
直辖市: 3 , 39 

指数： 1.682 - 1.752 

偏光镜： DR 

双折射： 0.040 - 0.048 

特点 光学

的 

正双轴 

多色性 
强Tricroic：荧光灯下呈绿

色，白炽灯下呈粉棕色。 

Lustre（光泽）——断口的光泽 

 玻璃体，珍珠状-乳沟珍珠状 
分散（火） 

0.020 

光 荧光 
SWUV ：红色或绿色 

LWUV : 黄白色 

磷光 

不适用 

形式 水晶连衣裙 
 细长板状晶体（表格）；甚至大量

的针状针；叶状或纤维化。 
熔点： 1700℃ 

非凡的光学效果 
坎干扎 

猫的态度（稀有） 

晶系 

斜方 

 

水晶类 

化学式 氧化铝-氢氧化物 

 

氧化铝( OH) 

光谱仪图像 

 
- 

断裂 

 

剥落 
完美（1个方向） 

比尔（1个方向） 

弱迹线（1个方向） 

Breaking - 离别  
SI-形成心形结晶或假六角形聚

集体。 

断裂 
圆锥形 

耐用性 硬度（莫氏） -绝对 

6.5-7; 86-100  
韧性 

非常脆弱 
稳定性（热、光、化学品） 

 

清晰度 - 特征 典型包裹体：细长流体包裹体和流体包裹体

平面。还观察到细黑色金红石针和棕色六方

晶体。  

Ⅱ型 
通常包括 

透明度（商业）- 透明度 
透明到半透明 

沉积物——岩石

类型 

水铝石矿物是刚玉或金刚砂的风化产物，存在于粒状石灰石和其他结晶岩中。在乌拉尔的金刚砂

矿床和美国马萨诸塞州的切斯特以及匈牙利Schemnitz的高岭土中发现了发育良好的晶体。如果



可以大量获得，它作为铝的来源将具有经济重要性。普通水铝石与所谓的苏丹石的区别在于前者

不呈现虹彩，而后者则呈现。 

地质年龄：小晶体可能形成于元古代末期（25 亿至 5.41 亿年前），而大晶体可能可追溯到 古
新世（66-55.8 MA）、始新世（55.8-33.9 MA）和渐新世（33.9-2300万年前）。 

原石的特点 细长的针状晶体；也有钟乳状、叶状、鳞片状、分散和块状。 

主要存款 土耳其西南部穆拉省米拉斯区Pinarcik村的马尔马里斯地区似乎是迄今为止从铝土矿脉或铝矿石

中刻面的所有大型宝石级晶体的来源。 最近在缅甸/缅甸的蒙许（其他常见的水铝石矿床： Moh

nyin -Kachin 、 Pyin - Oo - Lwin -Mandalay、 Salingyi 、 Loilen- Shan）和Goshta区的Ragha村附

近发现了新的虹彩水铝石矿床，阿富汗楠格哈尔省，有典型的粉红色。 

常见的水铝石矿床：南极洲（拉尔斯曼山，乔治王岛），阿根廷（安达尔加拉-卡塔马卡，阿尔

迪亚） Alpeg-Chubut , Picunches - Neuquén, Iglesia -San Juan),澳大利亚( Pambula / Tempora-N

SW, Ambalindum -NT, Williamstown -SA, Wartah -Tasmania, Mount Ida - Vic , Eudamullah Statio

n-SA),奥地利( Lölling-Carinthia , Felling -Lower Austria,格拉内格- 萨尔茨堡，特赖巴赫- 施蒂利亚

州，奥伯恩贝格 am Brenner-Tirolo, Wayer - Upper Austria),阿塞拜疆( Gedebey ),白俄罗斯(Babru

ysk),比利时( Cahai ),玻利维亚(Cerro Tezna ),巴西( Paramirim 达斯 Crioulas -Bahia, Barro Alto- 戈
亚斯，库里奥诺波利斯- Pará, Jaú do Tocantins-Tocantins),保加利亚( Madzharovo - Haskovo , Els

hitsa-Pazardzhik , Bankya / Chelopech -Sofia）、柬埔寨（Battambang）、加拿大（ Holberg -B

C 、 Foxtrap -NFL-L、 Val- des -Sources-Québec）、智利（ Escondida -Antofagasta、El Morro

-Atacama、El Indio- Coquimbo 、 Pozo 阿尔蒙特- Tarapacá ),中国(南川-重庆,寿山/ 龙岩-福建、

百色-广西、遵义-贵州、 青龙-河北、洛阳-河南、郴州-湖南、老石丹-内蒙古、芝麻坊-江苏、

汉中-陕西、淄博-山东、鲁里纳格-山西、乐山-四川、伊宁-新疆、昆明-云河南、丽水江） Hau

t -Katanga)、厄瓜多尔( Loja )、史瓦帝尼( Shiselweni )、芬兰( Joensuu 、Salo、 Orivesi )、法国

( aint-Ilpize - 奥弗涅-罗纳- 阿尔卑斯，查尔穆- 勃艮第-弗朗什-孔泰，普拉德- 欧克西塔尼_ _ Ba

ux -de -Provence- 普罗旺斯-阿尔卑斯-蔚蓝海岸），德国（博登迈斯-巴伐利亚），希腊（福西

斯，马罗内亚-萨佩斯- 东马其顿和色雷斯，山。 Kerketeas , Naxos),格陵兰( Arsuk ) Fjord , Kujalle

q ),洪都拉斯( Lepaguare ),印度( adhya Pradesh),印度尼西亚(East Java, Gorontalo, Halmahera - 北
马鲁古、巴布亚、南加里曼丹、西努沙 登加拉，西苏门答腊），伊朗（法尔斯， Kohgiluyeh和 B

oyer-Ahmad），伊拉克（ Qala-Diz - 苏莱曼尼亚）、意大利（Cusano Mutri-Campania、Carrod

ano-Liguria、Val Munari-Veneto）、韩国（）、日本（ Kamikita-Aomori 、 Doi-Ehime 、Kamo-

Hiroshima、 Oshima-Okkaido 、 Hanamaki-Iwate 、 Ichikikushikino -Kagoshima ,福知山-京都,福

知山-长野,五岛-长崎,近见-新泻,大分县,备前-冈山, 阿布-山口), 哈萨克斯坦 ( Ayagoz , Aktogay - 

Karaganda , Kostanay ) ,老挝( Anouvoung- Xaisomboun ），北马其顿（ Berovo ， Prisad-Prile

p ），马达加斯加（ Anosy ， Ihorombe ， Vatoavy ，马拉维（Mwanza），马来西亚（ Simunja

n -Sarawak），墨西哥（ Chínipas -Chihuahua）蒙古（ Manlai ， Erdenetsogt ），摩洛哥（ zag

ora ）纳米比亚(Windhoek Rural, Epupa ),新西兰( Kermadec 岛屿, 泰晤士-科罗曼德），挪威（ A

neland ， Ivesdalsfjellet ， Tromsø ， Larvik ， Modum ），巴布亚新几内亚（ Astrolabe ， Kain

antu ， Morobe ， Sandaun ），秘鲁（Castilla， Hualgayoc ， Huarochirí ， Huancabamba ），

菲律宾（ Bato - Tabio -Luzon， South Cotabato-Mindanao), Portogalo ( Arouca -Aveiro),英国(S

r.Just-Cornwall, Renfrewshire -苏格兰),捷克共和国( Bory - Vysočina ),多米尼加共和国( Cotuí-Sánc

hez Ramírez ),罗马尼亚( Lup ș a -Alba),俄罗斯( Gornyi 阿尔泰,奥金斯基,姆拉斯, 堪察加边疆区,卡

拉恰伊-切尔克斯,格鲁贝彭蒂湖,诺里尔斯克,希比尼 地块,萨拉诺夫斯卡亚,滨海边疆区 Krai , Pitkya

rantsky , Sverdlovsk Oblast)塞尔维亚( Majdanpek ),斯洛伐克(Banská Belá , Michalovce , Remetské 

哈姆雷_ Mojtín ),斯洛文尼亚( Črni vrh - 多布罗娃-波尔霍夫 Gradec ), Solomon (Islands, Guadalca

nal), South Africa ( Tshwane-Sauteng , Bela-Bela-Limpopo, Madibeng -NW, Gloucester Farm-N

C), 西班牙 ( NIjar -Andalusia, Villanueva de Bogas - 卡斯蒂利亚-拉曼查）苏丹（北达尔富尔），

瑞典（韦斯特） 西尔维伯格/ 加利瓦/ Boliden / Torsby-Dalarna ),瑞士(St Stephan-Berna, Leventin

a-Ticino, Leuk-Valais ), 台湾 ( Ruifang -NTC),坦桑尼亚( Longido -Arusha), 土耳其 (矿床, Çanakkal

e , Serinhisar , Efes- Izmir, Ordu ），匈牙利（ Nagyharsány ， Fejér ， Nógrád ），乌拉圭（Min

as- Lavelleja ），美国（Nome Census-Alaska, CCochise / Greenlee -Arizona , Vallecito / Lakeshre 

/ White Mountains-California, Manassa / Rosita-Colorado, Long Hill-康涅狄格州）、乔治亚州（松

山、利奇菲尔德-缅因州、切斯特-马萨诸塞州、密苏里州、鹿皮山脉 / Cactus Range-Nevada, So

corro -NM, Alamance / Corundum Hill-NC, Unionville -PA, Edgefield -SC, Utah, Spottswood -Virg

inia, Slide Creek-WA),乌兹别克斯坦( Okhangaron / Chatkal - Kuraminskii -塔什干，越南（Cao Lo

c - 朗朗_ _ Sơ n , L ụ c _ 日元- 日元 Bá ),津巴布韦( Mazowe - 马绍纳兰中部，舒鲁格威-米德兰

兹）。 



发现年份 1801 ：第一次识别 矿物 侨民。 

1977 年：虹彩-苏丹石水铝石： 首次出现在伦敦的宝石实验室。 

历史 目前世界上只有一个地方开采出高品质的祖坦石：在安纳托利亚山脉的高处，海拔 1,200 米。该

矿位于土耳其的Selimiye村附近。它的发现可以追溯到1977 年。但实际的系统开采始于 1980 年

代中期。 

名称:水铝石这个词是 1801 年由 Abbot Rene Just Haüy创造的，指的是在Mramorsk发现的这种矿

物的标本 Zavod ，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乌拉尔，俄罗斯。源自希腊语δι ασπείρειυ ( diaspeír

o )，意思是分散，暗指火焰中通常的爆裂。取而代之的是 Zultanite 这个名字，诞生于2006年

初，当时Murat Akgun是生产最著名宝石的土耳其矿山的所有者，他建议为该矿物找到一个更令

人愉悦的“营销”名称。据这位大亨说，Diaspore 听起来像蘑菇的名字。第一个推荐的替代品是Ot
tominites ，以纪念土耳其的奥斯曼帝国。受此第一个教派的启发，诞生了“苏丹派”（纪念 1299 

年至 1923 年统治土耳其及以后的 36 位奥斯曼帝国苏丹），它具有更帝王的内涵，最初的“Z”被

引入以给人一种触感的独创性。 

其他商品名： Czarite 、水铝石、 empholite 、 kayserite或tanatarite 。 

属性属性 虽然常见的水铝石已有 200 多种，但在珠宝界鲜为人知，但 Zultanite 是一个相当近期的发现。

它的光学特性不同于普通的水铝石，因此也有其潜在的深奥特性。因此，感知到的超自然品质同

样现代。 

据说 Zultanite 可以帮助佩戴者找回丢失的物品，保护企业免受竞争和监管，为恐惧注入勇气，保

证战胜敌人，增加名望和财富，以及保护免受邪恶的眼睛，女巫和嫉妒。 

Zultanite 有助于刺激大脑，对抗与年龄相关的记忆力减退，缓解压力并帮助减肥，刺激大脑进行

学习和记忆，或帮助减轻压力。 

水晶佩戴者建议使用水晶时，应将其放在额头上、戴在脖子上或放在太阳神经丛上。 zultanite 的

位置直接与心轮相互作用。 

行星： 

月：                十二生肖：  

脉轮： 尤其是眼睛和喉咙 

治疗 没有与这种宝石相关的已知治疗方法。 

合成对应物 没有合成对应物，但是玻璃仿制品很常见，它们表现出由单一色调主导的更强烈的颜色反射。 

它可能与 橄榄石（由于通过宝石的刻面强烈加倍），但通常橄榄石具有更强烈的颜色。富含铁的

绿色蓝宝石具有接近水铝石的吸收光谱。 

指示性宝石学测

试 

可见倍增、强双折射、RI，Zultanite 有一个简单的方法可以将其与更常见的假货区分开

来。令人惊叹的自然宁静色彩是难以模仿的。人造宝石具有坚硬的霓虹色调。 

价值 (2021) 高： 10,000 美元/克拉 

3 克拉 + 

中等： 500美元/克拉 

1-3 克拉 

低： 100美元/克拉  

克拉以下 

典型切割 从成吨的矿石中只能提取出极少量的宝石级红宝石；此外，所提取的苏丹石中只有 50% 适合切

割，98% 的原石会在加工过程中流失。切割通常取决于石头的形状和可以节省多少，同时考虑到

材料的易碎性和剥落的方向。经常使用非标准表格。 

名石 Kotlowski切割“苏丹盾”石， 96.20克拉。是为位于佛罗里达州劳德代尔堡的土耳其矿主 Zultanite 

Gems LLC 创建的。伦敦珠宝设计师斯蒂芬韦伯斯特在拉斯维加斯的一个独家展览中向业内精选

的一群人展示了他的作品。它的价值超过100万美元。 

记录石头 一颗 80 克拉的椭圆形宝石在 2008 年获得了 AGTA光谱奖的“尖端”奖，当时它是世界上最伟大的 

Zultanit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