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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表 - 一般：蓝绿柱石（maxixe） 

杰玛 - 名字  （意大利语 -Maxixe） 

（英文 - Maxixé） 

 （法语- Maxixe） 

 （西班牙语 - Maxixé） 

 （葡萄牙语- Maxixe） 

（泰语 - บล ูเบรลิ Blūberil ) 

（德语- Maxixe）    

（斯瓦希里语 - Maxixé berilo） 

（阿拉伯语 - Maxixe البريل _ 

Maxixe albril) 

 （俄语 - Максикс берилл 

Maksiks berill)  

(普通话- 蓝绿柱石 

Lán lǜ zhùshí)  

（印地语 - मैक्सिि बेरिल 

maiksiks beril ) 

照片  

 

颜色 (GIA) Beryl maxixe 是一种光敏（光反应）多向色性品种，含有 

2.8% Cs 2 O 和 1% Li 2 O，但颜色是由发色团 [CO 3 ] 
-的中心引起

的。典型的色彩范围从靛蓝、矢车菊蓝到带有甚至鲜艳饱

和度的深色调。也有罕见的紫色标本（这种颜色是由于辐

照造成的）。 

颜色的原因 绿柱石和maxixe型绿柱石是同一种石头。命名法的区别源于宝石的原产地（仅当它来自巴西的同

源产地时才为 maxixe）。在这两种情况下，许多宝石学实验室都偏爱蓝色绿柱石一词。 Maxixe 

型绿柱石的蓝色是由普通射线携带的，而海蓝宝石的蓝色是由特殊射线携带的。 Maxixe 型和 Ma

xixe 型绿柱石都表现出多向色性，主要蓝色平行于 c 轴（即沿 o 射线），这与天然海蓝宝石和热

液生长的合成物相反 1976 年，当第一个标本经过检查，这些新的绿柱石被归类为 Maxixe 类型，
因为它们的光学吸收光谱包含与稀有巴西材料相似但略有不同的吸收带。 Maxixe 型绿柱石的蓝

色中心是通过辐射产生的，而Maxixe 颜色的中心是天然来源。它们通常具有与海蓝宝石相反的

二色性。在绿柱石中产生 CO 3和 NO 3自由基的可能性不同，这导致宝石与海蓝宝石相比具有更大和

不同的蓝色鲜艳度。一种可能是CO 3 
2-和NO 3 -离子存在于原始熔体中，并在其形成过程中被困在

绿柱石晶体的通道中。通过辐照可以从这些离子中的每一个中去除一个电子以产生CO 3 -和NO 

3 。释放的电子可以被杂质的质子捕获，形成氢原子。 

Maxixe 绿柱石和 Maxixe 型绿柱石的颜色在晶体暴露在日光下 24-32 小时或加热到 200°C 1 小时

后会消失。 

分类 矿物类 
环硅酸盐 

物种-组（矿物） 
绿柱石 - / 

种类 
蓝色 (Maxixe) 

光学特性 比重： 

2.65-2.90 
自治市： 2.80 

RI： 1,578 至 1,595 

偏光镜： DR 

双折射：- 0.003-0.013（普通0.0

06-0.009） 

特点 光学

的 

负单轴 

多色性 
强二色性：蓝色至无

色。 

Lustre（光泽）——断口的光泽 

 Vitreo - Vietreo  
分散（火） 

0.014 

光 荧光 
SWUV (254 nm) : 惰性 (maxixe), mod.黄绿色（M型） 

轻型紫外线 (365nm) ：惰性（maxixe），强：绿色（M型） 

磷光 
不 

形式 水晶连衣裙 
棱柱形 

熔点： 2500℃ 

非凡的光学效果 
不 

晶系 
六角形， 

二度 

水晶类 

化学式 硅酸铝和铍 

 

Be 3 Al 2 (SiO 3 ) 6 ; 
  

光谱仪图像 

 
非指示性频谱 

断裂 

 

剥落 
基线（弱） 

沿基底平面的不良解理 

Breaking - 离别  
稀有基础 

断裂 
圆锥形 

耐用性 硬度（莫氏） -绝对 

7.5-8; 150 - 200  
韧性 

Buana到脆弱 
稳定性（热、光、化学品） 

好-稳定 



清晰度 - 特征 典型夹杂物： 通常是透明的宝石；大多

数在目视检查时看起来干净的标本，没有

可见的夹杂物。有混浊甚至不透明的晶

体，但这些品种不用于珠宝。典型的绿柱

石内含物，例如铁矿石、金红石和其他矿

物，有时仅在原始晶体中可见。 Maxixe 型

绿柱石表现出各种表明其天然来源的内部

特征：单相和多相流体包裹体、各种类型

的愈合裂缝、结晶包裹体和生长管，以及直的和有角的内部生长结构。还观察到未愈合的骨折。 

Ⅰ型。 
通常不含夹杂物 

透明度（商业）- 透明度 
透明到半透明 

沉积物——岩石

类型 

常见于花岗伟晶岩和冲积砾石矿床中。  

地质年龄：35+百万年前 

原石的特点 形成棱柱形或垂直条纹晶体， 

Beryl maxixe 形成细长的棱柱状晶体，有时以小的金字塔形刻面结束，其形状往往呈六角形，顶

部平坦或尖，如棱柱，结晶成六角形singonia。其伴生矿物有石英、微斜晶石、锂辉石、钠长

石、白云母、黄玉、硅石、磁铁矿、赤铁矿。 

主要存款 唯一已知来源： 

巴西（米纳斯吉拉斯州、伊廷加、塔夸拉尔、皮奥伊山谷）。 

发现年份 1917 年：自 1917 年发现以来，它仅来自米纳斯吉拉斯州的 Maxixe 矿。化学定义的版本仍然是

巴西独有的，然而，最近来自多个来源的绿柱石被称为“Maxixe”，这导致宝石学实验室更喜欢使

用术语“Blue Beryl / Blue Beryl.”或“Maxixe” -型绿柱石/绿柱石型Maxixe”。自 1970 年代以来，它已

得到更广泛的应用并通过辐照得到改进，但在长时间暴露于光或热后颜色会褪色，尽管当石头暴

露于内部照明时这个过程要慢得多。 

历史 Maxixe 是多种绿柱石（海蓝宝石），具有明亮的深蓝色，在日光下逐渐褪色为黄棕色。这种变化

大大降低了它的价值。二十世纪初发现的第一批晶体仅来自巴西的米纳斯吉拉斯州。在第一次发

现几十年后，一种来自多个来源的具有相似特征的绿柱石被称为“Maxixe”，这导致宝石学界的许

多人更喜欢使用“蓝色绿柱石”或“maxixe 型绿柱石”这样的术语（有点像帕拉伊巴碧玺的情况，因

为它不再仅来自最初发现的地方）。 Wild ( 1933 )在科学文献中首次描述了 Maxixe 绿柱石，他

声称该晶体是在 15 年前在 Maxixe 矿中发现的。这种绿柱石呈深蓝色，当晶体在日光下放置数天

后会褪色。 1935 年，Schlossmacher / Klang 和 Roebling / Tromnau 发表了对这颗宝石的详细

调查。 

自 1970 年代以来，随着辐照技术的改进，它变得越来越普遍。不幸的是，在长时间暴露于光或

热后颜色会褪色，尽管即使在经过处理的宝石中，内部照明也会变慢。 

1973 年左右，第一批Maxixe 类型的深蓝色绿柱石出现在贵重市场上，但当人们发现它们在商店

橱窗中长时间暴露在日光下后颜色会褪色时，最初对这些美丽宝石的热情变成了失望. 1976年，

有学者发现海蓝宝石的二色性与海蓝宝石的相反。他们将这些新的绿柱石命名为 Maxixe 型绿柱

石，因为它们的光学吸收光谱包含与稀有的巴西绿柱石 Maxixe 相似但略有不同的吸收带。 

名称：该名称来自巴西各州首次发现此宝石的位置。然而，mome 本身是指一种适合情侣的巴西

舞蹈，现在已经过时，让人想起波尔卡和探戈。 

其他商品名： Maxaxite、maxixe-aquamarine、beryl maxixe、beryl type maxixe、blue beryl。 

品种： / 

属性属性 归因于 Maxixe 的属性主要与宝石的颜色有关，因为它在宝石世界中很少见（因此也用于水晶疗

法），据说它有助于让佩戴者更加自信 /至。自远古以来，人们认为蓝色绿柱石晶体（海蓝宝石

以及最近的 maxixe）可以治愈人类的痛苦并有助于治愈慢性疾病。 

星球：不适用 

月份：不适用  十二生肖： NA 

脉轮： 不适用 

治疗 辐照（见上文） 

合成对应物 与海蓝宝石和其他绿柱石一样，Maxixe 型（辐照）绿柱石也存在于合成水热生长的版本中，目前

可在市场上买到。就 Maxixe 而言，作为一种鲜为人知的宝石，它在市场上的存在以及暴露在强

光下时的变色质量相对罕见。合成成分有时呈灰色而不是紫色的二次色调。合成宝石通常对紫外

线（荧光）表现出惰性反应。  



它可能与 绿柱石（或类型 maxixe）的颜色有时非常鲜艳，以至于可以将其与蓝宝石（甚至具有顶级特性）

进行比较。在某些情况下，它可能被误认为是海蓝宝石。 Maxixe 型绿柱石的颜色比通常与海蓝

宝石相关的颜色要强烈得多，并且通常具有略带紫色的修饰剂。 
指示性宝石学测试  它在珠宝中的使用非常有限，以至于它通常不会造成识别问题。然而，它的特性与其他绿柱石

的特性一致。 RI、双折射、SG 和纵横比通常足以将其与可能的仿制品区分开来。 

价值 (2021) 高： 1000 + $ / ct 

3 克拉 + 

中等： $ 100 / ct 

1-3 克拉 

低： 5美元/克拉 

克拉以下 

典型切割 一般是多方面的。 

名石 没有关于用这种石头装饰的著名珠宝的消息。 

记录石头 没有关于特别大的晶体（但有超过 100 克拉的例子）或昂贵的消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