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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表 - 一般：沙弗莱石 

杰玛 - 名字  （意大利语-Tsavorite） 

（英文 - Tsavorite） 

 （法语- Tsavorite） 

 （西班牙语 - Tsavorita） 

 （葡萄牙语- - Tsavorite）  

(泰语- - त्सावोराइट  

沙沃莱特）  

（德语- Tsavorit）  

（阿拉伯语 - سافوريت  tasafurit） 

 （俄语 - цаворит tsavorit）  

(普通话-沙弗莱石Shā fú lái shí)  

（斯瓦希里语- - tsavorite）  

（印地语- - त्सावोराइट  

tsaavorait）  

照片  

 

颜色 (GIA) 颜色从不同 绿色，黄绿色，黄绿色， 蓝绿色（从浅到

深），有可能的区域以及棕色和黄色（通常不存在于

刻面宝石中。 

颜色的原因 钒(V 3+ )。氧化铬 (Cr2O) 较少见。棕色和黄色的次要色调是由铁 (Fe 3+ ) 和锰 (Mn)的存在引起的。 

分类 矿物类 
硅酸盐 

物种-组 
钙铝榴石 -石榴石 

种类 
肉豆蔻（绿色） 

光学特性 比重： 
3.55 至 3.73常见 3.60  

回复： 1,740 (1,730-1,760) 

偏光镜：带 ADR 的 SR 

双折射：无 

特点 光学的 

各向同性 
多色性 

单色 

Lustre（光泽）——断口的光泽 

玻璃体，脂肪-  
分散（火） 

0.028 

光 荧光 
SWUV：从惰性到弱黄橙色 

LWUV：对淡橙色或黄橙色呈惰性 

磷光 

没有任何 

形式 水晶连衣裙 

块状和颗粒状 

非凡的光学效果 

没有人 

 

晶系 

立方体 

水晶类 

化学式 硅酸钙和铝 

 

Ca 3 Al 2 Si 3 O 12 

光谱仪图像 

 
490 nm 以下的宽吸收带 

断裂 

 

剥落 
没有任何 

Breaking - 离别  
稀有的 

断裂 
圆锥形，不规则 

耐用性 硬度（莫氏） -绝对 
7 - 7.5; 100-150 

韧性 
脆弱的 

稳定性（热、光、化学品） 
好的 

清晰度 - 特征 典型夹杂物：（排）羽毛、指纹

夹杂物、针状物、石棉纤维和小石

墨片、磷灰石、微小的负晶体、流

体夹杂物。颜色分区非常罕见。 

Ⅱ型 
（通常包括） 

透明度（商业）- 透明度 
半透明到透明 

沉积物——岩石

类型 

在变质的、不纯的石灰岩中，特别是在接触区；也见于片岩、蛇纹岩、前寒武纪变质石墨片麻

岩。 

形成时代： 6亿年至20亿年前 
原石的特点 一般体积小，形状不规则。 2.5克拉以上的宝石被认为是非常稀有和珍贵的。 



主要国家存款

（自） 

主要分布在肯尼亚（Taita-Taveta、Turkana）和坦桑尼亚（ Manyara ），矿床小，宝石特征略有

不同：马达加斯加（ Atsimo-Andrefana 、 Vakinankaratra ）、莫桑比克、巴基斯坦、斯里兰卡

和东南极洲（Queen Maud Land），可能是津巴布韦. 

发现年份 1967 年：沙弗莱石最初于 1961 年被发现，但于 1967 年由肯尼亚-苏格兰地质学家兼宝石学家 Campbell 

R. Bridges（1937 - 2009 年）在坦桑尼亚东北部距离科莫洛15 公里的Lemshuko正式发现。他致力于寻找宝

石的探索。 

历史 发现者苏格兰地质学家坎贝尔布里奇斯于1961 年在津巴布韦为英国原子能局 (UKAEA) 工作时首

次发现了小型沙弗莱石晶体。坎贝尔的研究使他推测该矿床也延伸到肯尼亚境内，因此他继续在

该国进行研究。然而，他于 1967 年在坦桑尼亚北部发现了绿色钙铝榴石石榴石。在乞力马扎罗

山西南 100 多公里、科莫洛村东南约 13 公里处的一个低矮山丘中的一个小山谷中发现了小的绿

色晶体。这个位置的钙铝榴石的颜色从浅色到鲜艳的深绿色不等。 

随后，该矿床短暂地产出了一些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大的沙弗莱石，其中包括一颗不到 35 克拉的

美人。但在我因坦桑尼亚政府国有化而失去矿山并搬到肯尼亚很久之后。到 1970 年代后期，在

乞力马扎罗山东南 135 公里处的肯尼亚东南部已经发现了一小部分灰色的丘陵，与科莫洛山的外

观没有什么不同。更重要的是，这些山丘属于与发现坦桑尼亚绿色石榴石的岩石类型相似的岩石

带的一部分。 

这次地质学家设法获得了开采许可，但与此同时，人们对这块石头的关注度有所放缓，直到197

4 年蒂芙尼开始推广它时，她才知道最终的商业认可。 

 

名称：这颗石头最初的名字是绿色钙质石榴石。石榴石得名于拉丁语“grossularia”，意思是“醋

栗”，因为其淡绿色品种的颜色与果实相似。另一方面，沙弗莱石的名字来源于肯尼亚的察沃公

园（Taita Taveta），那里有重要的矿床。该名称于 1974 年推出。1973 年底，时任蒂芙尼公司

总裁的亨利·B·普拉特（Henry B. Platt）从一开始就对这种新宝石感兴趣，决定是时候给它一个

商品名称了。现代矿物学命名法规定矿物的名称必须以“ ite ”结尾。坎贝尔和他的家人被迫离开

坦桑尼亚，那里的矿床受到政府控制，1970 年代初期，肯尼亚也发现了这种矿物的新矿，因此

这九个矿与这个国家有关。由于 Tsavo 是离肯尼亚矿床最近的地方，Tiffany 和 Campbell 决定将

这块壮丽的绿火宝石称为“Tsavorite”（一些德国矿物学家提出了“ Tsavolite ”的名称）。 

市场名称：沙弗莱石、沙弗莱石榴石、 

品种：/ 

属性属性 在古代，人们相信绿色的石头有助于视力。今天，还添加了沙弗莱石，特别是可以提高生育能

力，增强肾脏功能，对细胞膜和皮肤有益。由于沙弗莱石是石榴石，它与爱情的原则有关，特别

是为了确保与伴侣保持良好的关系，提高感知的清晰度、爱情的知识和对心爱的人的理解。 在

情感上，石头还具有许多其他属性。它带来力量和信心，教导放松，激发服务与合作。与附近的

沙弗莱石一起冥想或佩戴沙弗莱石可以激发信心和仁慈的增加，这从心轮开始。这个重要器官可

以通过在需要时触发变化来帮助重新安排情绪状态。通过你的心，你找到了对自己和他人的爱。 

行星：金星 

月份：一月（石榴石）和五月 十二生肖：金牛座 

脉轮：心 

治疗 沙弗莱石是稀有的有色宝石之一，通常不会经过任何处理或改变。一些人声称存在热处理，但考

虑到石头的特性，它们似乎不太可能。 

合成对应物 没有直接的合成对应物，但是有其他类型的合成绿色石榴石（YAG 和 GGG），模拟物可能包括

玻璃或立方锆。 

它可能与 祖母绿（分离方式：RI、光学特性、SG、内含物）、碧玺 镁橄榄石或铬电气石（分离方式：光

学特性、多色性、RI、SG）、磷灰石（分离方式：光学特性、SG、RI、夹杂物）、透辉石（分

离方式：光学特性、RI、SG）、金绿玉（分离方式：光学特性、SG、RI、夹杂物） by:optical ch

aracter, RI, SG), Peridot (Separation by:optical Character, RI, SG, 内含物), Cubic Zirconia (Separati

on by: RI and SG), doublets (复合宝石, Separation by: 显微镜, lens analysis),玻璃（分离方式：紫

外荧光、夹杂物）等 

有两种：一种是透明晶体，另一种是块状的。南非典型的粗绿翡翠被称为德兰士瓦玉/德兰士瓦

玉（来自回收的南非地区），因为它类似于玉石。可能含有矿物磁铁矿的黑色颗粒。另一种是透

明的绿色品种，称为沙弗莱石。前者被用作装饰石，而后者被刻面并作为宝石出售。 

指示性宝石学测

试 

RI，偏光镜测试，Chelsea 滤光片（如果富含铬，则呈红色粉红色），显微镜分析，识

别石榴石的最快方法是使用强力钕磁铁。石榴石被钕磁铁吸引，因为它含有高浓度的铁

和/或锰。 



价值 (2021) 高： 6000-10000 美元/克拉 

3 克拉 + 

中等： 500 -2000+ $/ct 

1-3 克拉 

低： 20-100美元/克拉 

克拉以下 

典型切割 通常会采用圆形、椭圆形或泪滴形混合切工，偶尔也会采用明亮式切工。 由于沙弗莱

石的尺寸并不大，因此保留最大克拉重量的形状通常是宝石工匠偏爱的形状。 

名石 Bridges 沙弗莱石于 2018 年 3 月推出了最大的枕形切割方形沙弗莱石，重达116.76 克

拉（来自 283.74 克拉的原始水晶）。这颗宝石的刻面为 维克多·图兹卢科夫。 

记录石头 世界上最大的水晶于 2006 年在坦桑尼亚阿鲁沙附近被发现，重达185 克（925 克

拉） ，而有史以来最大的经清洗和切割的水晶重达 325.14 克拉，价值超过 200 万美

元。2007 年还有一颗标本，史密森学会宝石收藏的一部分，但它只有7 克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