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用谷歌翻译（请理解，可能有错误） 

技术数据表 – 一般：发火 

杰玛 – 

姓名 

 (意大利语 - Piropo） 

(英语 - Pyrope） 

 (法语 - Pyrope） 

 (西班牙语 - Piropo） 

 (葡萄牙语 - Piropo） 

(泰语 - ไพโรป phịrop ） 

(德语 - Pyrop） 

(阿拉伯语 - بيروب bayrub） 

 (俄语 - Пироп Pirop） 
(普通话 -发火-Fāhuǒ) 

(斯瓦希 - Piropo） 

(Hindi -पायरोपे paayarope） 

相片 

  
颜色 

（GIA） 

纯镁铝榴石是无色的。其他颜色：红色，棕红色，“柔

和”颜色淡橙色和粉红色（特别是变色品种），紫色，深

棕色至黑色. 

颜色的

原因 

这块石头与阿尔芒丁和锰铝榴石形成一系列，统称为吡咯石/吡咯石柘榴石。铁和锰在石

头的结构中取代了镁。混合成分的柘榴石根据其镁铝榴石-阿尔芒丁比例进行定义。主色

调：棕红色，Fe2+在扭曲的立方坐标。红色，Fe2+在扭曲的立方体座中，加上 Cr3 +在八面

体配位中。颜色变化（镁铝榴石和镁铝榴石 - 锰铝榴石），V3 +和/或 Cr3 +在八面体配

位。 

分类 矿物类别 

奈硅酸盐 

物种 – 组（矿物） 

皮罗波 - 柘榴石 

品种 

（红榴石） 

光学特

性 

比重： 

3.62 - 3.87 
常见： 3，78 

RI 1714 - 1742 （最多 1760） 

旋光镜: SR – ADR 

双折射：NO（由于晶体的内应力，很少

具有各向异性） 

光学特性 

各向同性 

多色性 

不 

光泽（光泽）–骨折的光泽 

 玻璃体 - 玻璃体 

分散（火） 

0.022-0,027 

光 荧光 

SWUV：惰性至红橙色 
LWUV： 惰性 

磷光 

不 

形式 水晶般清透的连衣裙 
Euedral，通常显示菱形十二面体形状，但梯形

十面体并不罕见，八面体在一些罕见的标本中可

见。也会出现大块和颗粒状。 

熔点：约 1570°C 

非凡的光学效果 

颜色变化（罕见） 

结晶系统 

三次等距 

  

八面体 

水晶类 

化学式 镁和硅酸铝 

  

mg3Al2Si3O12 

光谱仪图像 

 
Mn2+： 635 nm 宽带， Cr3+ ： 694 nm 线 

宽带在 564 纳米和 440-445 纳米。 

骨折 

  

分裂 

模糊 

分手-分手 

模糊 

骨折 

凹面（不规则） 



耐久性 硬度（莫氏硬度） - 绝对值 

7-7.5; 100~150 

韧性 

脆弱 

稳定性（热、光、化学品） 

非常好 

清晰度 - 

特性 

典型内含物：通常具有出色的透明度或微小

的内含物。石墨、凝聚物、锰铝榴石和蓝宝石

晶体，或低浮雕圆形晶体（如石英、磷灰石、钛

铁矿和锆石）、针状晶体、金红石。 

类型 I 

通常不含内含物 

透明度（商业） - 透明 

从透明到半透明 

矿床类

型的岩

石 

镁铝榴石与阿尔芒丁和锰铝榴石形成一系列固体溶液，统称为吡咯石柘榴石系列。 

它起源于超镁铁矿，如橄榄石，金伯利岩，桉石，蛇纹岩，以及地球地幔中存在的

orneblende-garnet-plagioclase 和无正长岩岩石。也存在于角闪石和黑云母页岩中，

并作为碎片矿物。这些柘榴石的沉积物也存在于高压下的变质岩中，例如在阿尔卑斯山

西部的多拉-迈拉地块中。在那里，非常纯净的晶体，大小为 12 厘米，被回收。这种宝

石常见于金伯利岩管中的橄榄石异种石，其中一些含有钻石。当与钻石一起发现时，它

通常具有 3%至 8%的 Cr2O3含量，这使其具有独特的紫色至深紫色，通常带有绿色色调，

因此它经常被用作金伯利岩的指示矿物，称为铬镁铝榴石，在侵蚀活性使其难以指示烟

囱起源的地区。地柘榴石在浅地幔中富含火玉，但在较高的压力和温度下，大多数成分

越来越多地富集（例如，Akaogi 和 Akimoto，1977;普蒂尔卡，1998 年）。因此，微

量元素的柘榴石/熔融分配可能对晶体化学引起的压力和温度变化敏感。加藤等人的开创

性工作。（1988a）报告了许多亲光元素的结果。 

柘榴石包括一组无硅酸盐，通式为 A3B2（SiO4）3，其中 A = Ca，Fe2 +，Mg，Mn2 +;B = 

铝， 铬， 铁 3+， Mn3+， 硅， 钛， V， Zr;和 Yes - 可部分替换为 Al、Ti 和/或 Fe3+。此

外，许多分析表明，在少量的氮（Na），铍（Be），Sr，钪（Sc），Y，La，铪

（Hf），铌（Nb），钼（Mo），钴（Co），镍（Ni），铜（Cu），银（Ag），锌，

镉（Cd），B，Ga，铟（In），Ge，锡（Sn），P，砷（As），F 和稀土元素中存在痕

量。Grossular 通常被记录为具有含有水的成分，但真正的替代似乎涉及 Si4 +的 4 H +;

并且似乎在粗体[Ca3Al2（SiO4）3]和 idrogrossular [Ca3Al2（SiO4）3 - x（H4O4）x]之间存在完

整的序列。其他水晶，如氢和氢化精酸，已有报道;水务谷物的一般式是 A3B2（SiO4）3 - x

（H4O4）x，最后水合物的一般式是 A3B2（H4O4）3. 

根据组分 A 或 B 在物种的化学成分中是否恒定，我们可以将柘榴石家族的成员分为两

组。 

A 现场有铝>>Piralspiti（镁铝榴石，阿尔曼丁，锰铝石） 

含钙>> Ugranditei（Uvarovite，Grossularia，Andradite）在 B 点 

几乎所有天然柘榴石都显示出广泛的替代;一系列的固解，有的完全的，有的只是局部

的，存在于群的不同对之间。在实践中，通常使用构成给定标本最大百分比的最终成员

的名称，例如，具有成分 Al45Py25Sp15Gr9An6 的柘榴石将被称为 almandine。 

地质年龄: 长达 20 亿年 

原石的特征 柘榴石是立方矿物的原型，存在于地壳和上地幔中的各种岩石类型中。镁铝榴石通常不

会作为形状良好的晶体出现，而是在它们“生长”的岩石中作为圆形颗粒出现。然而，在



立方体和八面体性质中，外部形式不太常见，通常表现为单个十二面体和梯形面体晶

体，有时伴有生长的微小变化。晶体通常是圆形或扭曲的，除非在砂矿沉积物中发现它

们，否则它们偶尔会形成良好的嵌入，在那里它们是单圆形的。也以致密的结晶聚集体

和颗粒形式存在。 

主要存

款 

镁铝榴石是柘榴石群中富含镁的成员，在金云母、无正长岩、蛇纹石等岩石及其变质等

物中发现。它可以作为重碎片矿物在元素中存活。富铬成员被认为是钻石矿床的指示矿

物。 

奥地利（米特尔巴赫格拉本）、中国（福建、海南、江苏、新疆）、意大利（马提尼亚

波、皮埃蒙特）、肯尼亚（图尔卡纳县、洛基里马）、吉尔吉斯斯坦（纳伦州）、马达

加斯加（安德罗伊）、蒙古（阿尔汉盖省、塔里亚特）、挪威（默尔-罗姆斯达尔）、捷

克共和国（拉贝河畔乌斯州、 摩拉维亚）、葡萄牙（辛特拉）、俄罗斯 （萨哈共和国、

雅库特）、斯里兰卡（中央省、萨巴拉加穆瓦省、乌瓦省）、苏格兰（法夫）、南非

（金伯利、北开普省）、坦桑尼亚（坦噶、乌姆巴谷地）、赞比亚（东部省）。 

发现年

份 

古代，难以识别：古代作者远未就这块石头的确切性质达成一致。它很可能对应于一

块闪闪发光的红色石头，如希腊 Theophrastus（公元前 372-287 年.C.）的炭疽病，罗

马作家 Pliny（23-78 a.C.）的 carbunculum，罗马作家和政治家 Pettronius（27-66 

a.C）的霞石和阿拉伯人的 ardjouani。根据《塔木德》，挪亚在方舟中唯一的光是痈/

痈。 

历史 鉴于现代柘榴石被划分为多种物种，在历史背景下，几乎不可能区分哪些可能是镁铝榴

石，阿尔曼丁或锰铝榴石等。 

据说雅典的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公元前 428 年.C 年 - 公元前 348 年.C）的肖像由工匠雕

刻在大石榴石中。另一位著名的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公元前 384 .C 年 

– 公元前 322 年.C 年）在大约 2500 年前写到这颗宝石时说：“石榴石是一种红色宝石，

但不像红宝石，它的红色更像火焰。柘榴石自古以来就受到宝石爱好者的喜爱，并被广

泛用作磨料，存在于每种主要矿物类别的岩石中。 

古罗马人佩戴柘榴石戒指，交易柘榴石宝石。在古代，切磨成凸圆面的柘榴石和其他红

色宝石被称为“痈疽”，这不是最美丽的名字，因为它也被用来定义充满脓液的气泡。如

今，任何天然红色宝石的凸圆面都可能被误认为是痈宝石。 红色柘榴石是古罗马世界晚

期最常用的宝石，也是夺取西罗马帝国领土的“野蛮人”迁徙时期的艺术。它们特别用于

镶嵌在金窖中的景泰蓝技术，这种风格通常被称为景泰蓝柘榴石，从盎格鲁 - 撒克逊英

格兰（如萨顿胡）到黑海。成千上万的 Tamraparniyan金，银和红石榴石探险队在旧世

界进行，包括罗马，希腊，中东，塞里卡和盎格鲁 - 撒克逊人;最近的发现，如斯塔福德

郡囤积和诺福克温法辛女子骨架的吊坠，证实了与印度南部和 Tamraparni（古代斯里

兰卡）合并的宝石贸易路线，自古以来就以其生产宝石而闻名。 

大约在 1500 年，在波希米亚（中欧）发现了大量色彩鲜艳的镁铝榴石柘榴石矿床，波

希米亚成为该地区珠宝行业的中心，并在欧洲实现了鼎盛时期。波希米亚（在现代捷克

共和国）成为柘榴石珠宝的一大中心。传统上，波希米亚工匠将柘榴石成圆形簇，创造

出闪亮的红色海洋，让人联想到石榴籽。 



1759 年，关于矿床，矿工农民和贵族所在土地的所有权发生了争议。争端于 1852 年结

束，在两派之间将存款分成相等的部分。来自捷克共和国的波希米亚镁铝榴石柘榴石至

今仍在开采。 

可以发光的柘榴石图案出现在美国作家纳撒尼尔·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的故事

《大痈疽》（The Great Carbuncle，1837 年）中。在这个道德故事中，一群冒险家在

新罕布什尔州的白山中寻找一颗传奇的宝石，它闪耀着红灯，可以“发出午夜中午”。在

一对聪明而简单的夫妇发现但拒绝“会掩盖所有尘世事物”的石头之后，它的辉煌消失

了。柘榴石在 1820 年后短暂地陷入耻辱，但在 1870 年左右，当“Holbeinesque”珠宝

（文艺复兴风格的吊坠和耳环）看到镁铝榴石手榴石镶嵌在彩色的珐琅框架中，以及其

他宝石，如钻石或金闪石（橄榄石或其他绿色宝石）时，柘榴石经历了复兴。这就是珠

宝的所谓“伟大时期”，柘榴石（尤其是镁铝榴石）丰富而大胆的颜色为独特的手镯、胸

针和项链提供了完美的宝石。然而，维多利亚时代的作品以较轻的重量而著称，通常镶

嵌在较低的克拉黄金中，作品不如格鲁吉亚时代那么美丽。 

  

名称: 柘榴石（或柘榴石）这个词来自中世纪的拉丁语 granatus，可能来自 granatum

（mālum granatum =石榴，与水果中谷物的存在有关），因为柘榴石的颜色与水果的

果肉相似。 

 镁铝榴石一词起源于希腊语Πυρωπός，Pyropos字面意思是“火眼，模糊地与红色宝石

或”火热“颜色有关，如红宝石或痈。 

痈/痈：（来自拉丁语“carbunculus”，“小燃烧的余烬”）作为：“一个不同程度地应用

于红色或火色宝石的名称;古人的痈（普林尼描述了十二个品种）可能是蓝宝石，尖晶石

或红宝石和柘榴石;在中世纪和后来，除了是红宝石的名称外，这个词还是 esp。应用于

一种神话般的宝石，据说在黑暗中发出光明。 
  

其他市场名称: 科罗拉多红宝石，开普红宝石，亚利桑那红宝石，波希米亚柘榴石，火

柘榴石，痈石或痈石。 阿德莱德红宝石，美国红宝石，亚利桑那红宝石，澳大利亚红宝

石，波希米亚红宝石，加利福尼亚红宝石，开普红宝石，科罗拉多红宝石，埃利红宝

石，蒙大拿州红宝石，莫桑比克红宝石，落基山红宝石，Umbalite，蚂蚁山柘榴石（亚

利桑那州蚁山柘榴石，铬含量高）。 

品种: 红榴石：该术语适用于在 almandine（更常见）和镁铝榴石之间具有中间成分的

材料，并且从系列的两端具有独特的外观;也就是说，它是紫色或紫红色，更透明。除了

外观上的差异外，视黄炎还可以通过其 RI 介于两者之间的事实与父母双方区分开来，范

围从 1.75 到 1.78。对于那些喜欢紫红色的人来说，红榴石是一种美丽的石头，与细刚玉

非常相似，从明显的紫色红宝石到所谓的李子蓝宝石颜色。 

柘榴石的颜色变化显示出与荧光灯和白炽灯不同的颜色。它是镁铝榴石和锰铝榴石之间

的中间混合物（尽管在成分上更接近前者），并且在白天呈现颜色从浅棕色，淡黄色或

绿色到白炽灯下的粉红色或紫色的变化。一些标本也可能具有蓝色，这对于柘榴石来说

是极其罕见的。 

克诺林石：金伯利岩柘榴石中经常以高比例发现的品种，因此用于在高压下追踪有利于

钻石形成的深层地球条件。 



特性属

性 

人们认为龙的眼睛是由这些珍贵的痈石（镁铝榴石或铝铝榴石）制成的，而且这种石头

是一种“心脏的兴奋剂”，据说可以激怒一个人，以至于他会中风。. 

在亚洲，子弹曾经由柘榴石制成，因为人们认为它们会让敌人流血更多。 

人们普遍认为柘榴石有能力保护佩戴者免受各种类型的伤害。撒克逊和凯尔特国王更喜

欢镶嵌柘榴石的珠宝，因为这种所谓的保护。同样，美洲原住民治疗师认为柘榴石具有

防止伤害和毒物的保护能力。根据犹太教和基督教的传统，所罗门王在战斗中佩戴柘榴

石。在十字军东征期间，基督教和穆斯林战士都佩戴了手榴弹。 

在中世纪，柘榴石被认为可以防止瘟疫，毒药和噩梦，并且在自然界中奇迹般地发现了

雕刻的宝石。皇室成员经常将柘榴石放入他们的葡萄酒杯中，以确保他们没有被毒死。 

据说它们还可以刺激和提升心脏，有助于治愈抑郁症或忧郁症，防止邪恶的想法。人们

还认为，由于它们通常呈血红色，它们可以治愈血液疾病，出血，消化不良，喉咙痛和

肝脏疾病：铝甘薯和镁铝榴石手榴弹是治疗性能的最爱芽。虽然宝石雕塑在前几个世纪

是众所周知的，但此时欧洲对这种做法的了解已经下降。特定宝石上的特定雕刻据说具

有特殊的魔法力量。例如，根据拉吉尔（Ragiel）的《十三世纪 D.C 的翅膀书》：“狮

子的形状良好的形象，当刻在柘榴石上时，可以保护和维护荣誉和健康，治愈所有疾病

的佩戴者，授予他荣誉，并保护他免受旅行的所有危险。 

荷兰神学家、人文主义者、哲学家和散文家鹿特丹的伊拉斯谟（Desiderius Erasmus 

Roterodamus，1469-1536）指出，大自然通过颜色来赋予一切事物的意义而欢欣鼓

舞，尤其是在宝石中。他将镁铝榴石的色调描述为活生生的火焰，一种活泼的红色光

芒，带有靛蓝和橙色的阴影，或深红紫色的冒泡余烬。迷人，充满激情，感动人心。也

许正是因为它所谓的保护特性，许多皇室成员经常佩戴这种宝石。例如，苏格兰的玛丽

女王，维多利亚女王和俄罗斯沙皇都以在服装上佩戴柘榴石作为装饰而闻名。毫无疑

问，由于红柘榴石的广泛可用性，它们经常被镶嵌在中世纪的戒指和装饰品中，到十六

世纪末和十七世纪，其绝对丰富性和可取性使它们在整个欧洲被用于从戒指和耳环到华

丽的吊坠的所有事物中，通常伴随着彩色珐琅和黄金用品。 

这些文艺复兴时期的手榴弹中有许多被称为“痈疽”，采用凸圆面，大空心背部或不规则

形状，来自印度和斯里兰卡。 

在十九世纪初，在英国，“天然”柘榴石（可能是火榴石，因为它们是红色的，而不是像

almandini 那样的紫红色）经常被放置在反光箔上，可能是彩色的，内部区域镶嵌着种

子珍珠，可能是淡水珍珠。 

Pyropus 恢复了当你处于抑郁时期时生活的意志。缓解血液上的焦虑和恐惧症。它促进

沉着，勇气和耐力，并消除尴尬。它有助于激活直觉，调和冥想和引导状态。较浅或较

浅的猩红色色调的镁铝榴石晶体反射出心灵和爱的光芒，并有助于刺激心脏脉轮，从而

带来更大的温暖和甜蜜，将自我的创造力统一起来。它也有助于体验从自我中心到意识

外层的伟大螺旋。它用于危机管理，并支持改善生活质量的努力。 

柘榴石（一般而言）是 2 周年和 18 周年结婚纪念日的推荐宝石，也是 15 日，19 日和 25

日庆祝活动的替代礼品石。 

行星：火星 

月份：一月 星座：水瓶座、狮子座或摩羯座 

脉轮： 根，心 



治疗 没有已知的治疗方法，但买家在购买特定地点的柘榴石时应注意可用的“假货”，例如捷

克共和国的柘榴石。 

合成对

应物 

科学家们合成了纯焦榴石，并与其他柘榴石物种串联，用于研究其化学和物理性质。这

些晶体很少在珠宝实验室中产生。（请注意，纯火柱将是无色的。仿品，如彩色玻璃、

立方氧化锆（CZ），甚至其他被错误识别（或故意歪曲）为火榴石的天然红色宝石，都

更有可能遇到仿品。具有不同成分的柘榴石的固体溶液可以从构成石头的化学元素粉末

中合成，在 4.0 GPa 下，并通过多砧压设备在 1200°C 下退火 48 小时。 

可能与 它倾向于比阿尔曼丁石/阿尔曼定（更常见）稍微纯净的红色（较少的褐色和深色）。因

此，镁铝榴石更容易与深色红宝石混淆，而不是与阿尔曼定混淆。在中等质量的材料

中，几乎不可能检测到镁铝榴石和铝锰矿之间的任何差异。只有在镁铝榴石的最优质

中，才会出现最大的透明度和略纯净的颜色。由于阿尔芒丁和镁铝榴石与红宝石的优良

品质相似，这些柘榴石长期以来一直以误导性的名称进行描述和销售。 

Almandine - 通常在不同的环境中，并且通常颜色更棕色;否则很难区分。 

Grossularia - 很少像镁铝榴石一样强烈的红色。安德莱特 - 它通常存在于晶体簇中，而

镁铝榴石存在于单个晶体中;否则无法通过普通手段进行区分。尖晶石 - 与镁铝榴石不

同，晶体类型不同。红宝石 - 更硬（9），通常颜色较浅，晶体形状不同，RI 不同，具有

双重反射性。 

指示性宝

石学测试 

Pyrope 是一种镁铝石榴石。 铁可以代替镁，当这种元素的数量相关时，该品种取名为

铁铝榴石，一种铁和铝的石榴石。 纯镁铝榴石和纯铁铝榴石在自然界中很少见，大多数

标本是两者的混合物。 从铁铝榴石 (4.3) 到镁铝榴石 (3.6) 的密度变化是确定样本主要特

性的唯一有效测试。 石榴石与其他类型的宝石的区别在于它存在于变质岩中、硬度（莫

氏硬度为 7.5）、颜色、折射率和立方晶体结构。 然而，识别石榴石的最快方法是使用

强钕磁铁。 石榴石被钕磁铁吸引，因为它含有高浓度的铁和/或锰。 

价值 

(2022) 

高：100+ $/ct 

3 克拉 + 

平均：30-50 $/ct 

1-3 克拉 

低：10 $/ct 

克拉以下 

典型切

割 

2003 年，最昂贵的（4.2 克拉）蓝色变色石榴石以高达 680 万美元的价格售出，使其成

为世界上最昂贵的宝石之一，每克拉约 150 万美元。 

名石 伦敦博物馆无与伦比的齐普赛德宝藏中陈列着大量此类石榴石。 

记录石

头 

2003 年，最昂贵的（4.2 克拉）蓝色变色石榴石以高达 680 万美元的价格售出，使其成

为世界上最昂贵的宝石之一，每克拉约 150 万美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