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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表 - 一般： Uvarovite 

杰玛 - 名字  （意大利语 - uvavorite) 
（英文 - uvavorite） 

 （法语- uvavorite） 

 （西班牙语 - Uvavorita） 

 （葡萄牙语- uvavorite） 

（泰语 - uvarovite） 

（德语- 乌瓦罗维特）    

（阿拉伯语 - وفاروفيت - uwfarufit) 

 （俄语 -УваровитUvarovit)  

(普通话-金刚砂-Jīngāngshā )  

（斯瓦希里语 - Uvavorite) 

（印地语 - यूवैरोवाइट yoovairovait) 

照片  

 

颜色 (GIA) uvarovite 的颜色范围为中绿色 到深绿色/黑色，最出名的是

其颗粒状的 druze 块，在放大镜下显示出结构良好的十二面

体或梯形晶体。它是所有石榴石中最稀有的，其晶体通常太

小而无法切割。由于其美丽的颜色，它可以与祖母绿相媲

美，成为一种受欢迎的宝石。 

颜色的原因 uvarovite 有吸引力的亮绿色是由于铬(Cr 3+ ) 的存在。晶体非常脆弱，具有亚贝壳状到不规则的断

裂。它与运载钙的 Andradite 和粗石榴石一起被归类为ugrandites组。 与毛硅石（钙铝）和红辉

石（钙铁）一起，形成了Ugrandite石榴石系列。这三者具有相似的结构和晶体形状，但具有不

同的化学比例。 

异色宝石 

分类 矿物类 
硅酸盐 

物种-组（矿物） 
Uvarovite - 石榴石 

种类 
- 

光学特性 比重： 

3.40 - 3.81 
直辖市： 3.59 

回复： 1860 （1,780 至 1,870） 

偏光镜： SR - ADR 或 AGG 

双折射：/ 

特点 光学

的 

各向同性 

多色性 
/ 

Lustre（光泽）——断口的光泽 

 Subadamantino -玻璃体-玻璃体  

分散（火） 
 从 0.014 到 0.021 

光 荧光 
SWUV ：红色或绿色 

LWUV : 红色 

磷光 

/ 

形式 水晶连衣裙 
它采用自面体、十二面体或梯形晶体，与立方

晶体相结合。细的或粒状的，紧凑的或块状

的。 

熔点：约1410℃ 

非凡的光学效果 
没有人 

  

晶系 

三次等距 

六面体 

水晶类 

化学式 硅酸钙和铬 

 

 Ca 3 Cr 2 (SiO 4 ) 3 

 

光谱仪图像 

 
非诊断性 

断裂 

 

剥落 

模糊 

Breaking - 离别  
模糊 

断裂 
不规则到亚球状 

耐用性 硬度（莫氏） -绝对 

6.5-7; 86 -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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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鉴于晶体的微小尺寸，它们通常不具有指示性。有时可能会注意到结晶夹杂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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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varovite 是由不纯的硅质石灰岩和含铬岩石的变质过程形成的。通常覆盖空洞或岩石裂缝，也可

能是变质石灰岩和矽卡岩（由钙、镁和铁硅酸盐组成的变质岩）中含有铬铁矿的蛇纹石的热液蚀

变的结果，这些变质岩由与白云石相关的变质过程反应产生和铬铁矿。 也形成于橄榄石、辉石

等含量较高的火成岩及其他显色岩中。 
在奥托昆普区（芬兰）发现的 uvarovite 晶体是各种富含铬的硅酸盐相的一部分，这些硅酸盐与

铜-钴-锌硫化物的火山沉积物有关，并且已知具有异常高的铬。 U varovite通常与铬铁矿尖晶石

直接相关。 



地质年龄： 5亿-10亿年前（东非） 

原石的特点 它表现为形成良好的精细尺寸晶体，通常为层状，即具有产生层状结构的薄片外观。 精细的碎

片有一个闪闪发光的亮绿色表面，小晶体以厚实、均匀和均匀的方式覆盖在岩石上。大晶体明显

更暗。 

主要存款 Uvarovite 存在于蛇纹石岩石中。在俄罗斯的乌拉尔发现了最好的透明晶体。 

澳大利亚（新威尔士）、博茨瓦纳（文巴页岩带）、中国（西藏） 、加拿大（纳尔逊、不列颠

哥伦比亚省）、古巴（东部）、芬兰（奥托昆普和皮特卡兰塔）、日本、 意大利(Val Malenco, Pi

edmont and San Marcello, Val d'Aosta),挪威(Roros),俄罗斯(Biserk and Sarany),西班牙(Venasque)南

非 ( Bushveld)台湾, 土耳其（Erzerum、Kip Daglari）、美国（新墨西哥、宾夕法尼亚、亚利桑那

和加利福尼亚）。 

发现年份 1832 年： u varovite 于 1832 年由Germain Henri Hess发现，他将其命名为Sergei Semenovitc

h Uvarov伯爵（ 1765-1855年），俄罗斯政治家、矿物收藏家和1818 年至 1855 年的科学院院长 

Hess 后来也有一种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矿物：碲化银因其重要的分析工作而被命名为 hessite。 

历史 早在 18 世纪，就已经从乌拉尔的俄罗斯矿床中提取了一些 uvarovite 晶体，用于为皇室生产珠

宝。沙皇凯瑟琳二世“大帝”（1729 - 1796）喜爱绿色宝石，如祖母绿和一些石榴石，如 Uvarovit

e 和 Demantoide。当时，这两个名字都还不为人所知。 

19世纪下半叶，谢尔盖·谢梅诺维奇·乌瓦罗夫之子阿列克谢是俄罗斯考古学会和莫斯科国家历史

博物馆的联合创始人。 

2018年，用各种实验技术研究了6个双折射uvarovite样品并展示了结果。得出的结论是，Y位点

的长程Cr3 + / Al的部分有序是最重要的非立方特征。 

名称：它是为了纪念俄罗斯政治家谢尔盖·S·乌瓦罗夫伯爵而命名的。 

其他商品名：铬石榴石， 铬石榴石、Ouvarovite、Uvarovite 石榴石、chromgranat、hanléite 、 i
drouvarovite、ouwarovite、owarovite、trautwinite、trautweinite、 

品种: ugrandite (uvarovite-grossularia-andradite) 

属性属性 石榴石（各种）在危机时期通常特别流行。例如，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它们的受欢

迎程度显着增加。据说，Uvarovite能激发活力和热情，即使在困难时期也能充满活力地实施自己

的想法和项目。据说 UVarovite 还有助于在冥想过程中找到清晰感，同时不会让人感到孤独，这

会鼓励个性，同时与灵魂的普遍本质联系起来。 

一些水晶治疗师使用 uvarovite 治疗季节性过敏、阳痿和炎症，以增强心脏功能和血液循环。 它

填补了心脏的开放性伤口，这些伤口是如此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并且往往会阻碍其全部潜力。 

其他据称的情感益处包括促进情感弹性、自信和满足感。 

行星：火星 

月份：不适用 星座：金牛座、水瓶座 

脉轮： 心 

治疗 这种宝石没有标准的治疗方法。 

合成对应物 中期左右，通过占优势的羟基合成石榴石，类似uvarovite 。鉴于市场上宝石的频率较低，它在宝

石世界中的使用尚未被记录。 

它可能与 晶体的微小尺寸使其既是一种困难的宝石，也是一种很少出现或需要模仿的石头。独特的宝石学

测试通常适用于大小可以进行处理的宝石。 

绿翠榴石（绰号“伊朗 uvarovite”（分离方式：晶体宽度） 、翠榴石（分离方式：晶体大小、方

面、光谱（浓绿榴石的，较大）、天然锆石（分离方式：光学特性、加倍、光谱）、绿色电气石

（分离方式：光学特性、多色性、RI、SG）、 CZ （分离方式：sheen、SG）、 YAG （分离方

式：SG）、 GGG （分离方式：SG）等。 

珞石流石是一种中文术语，指的是绿色的uvarovite，有时被用作仿玉。 

指示性宝石学测试 一般来说，石头的外观足以成功识别，标准测试（RI，切尔西过滤器）有助于完成分类。 

价值 (2021) 高： 10美元/克拉 

3 克拉 + 

介质： 4-5 $/ct 

成型良好的扁平件 

低： 0.5-1 $/ct 

小德鲁兹 

 吊坠通常每件售价 20 至 150 美元，其中大部分售价在 50 至 70 美元左右。戒指更贵，价格在 50 

到 600 美元之间。 

典型切割 uvarovite 在任何地方都很难找到，尤其是 0.25 克拉以上的尺寸，而且很少有刻面。它通常以自

然形态存在于吊坠、项链和耳环中 

名石 高级珠宝中没有知名且有价值的作品。一枚戒指的灵感来自“汉塞尔与格莱特”的故事，采用 925 

银镶嵌天然 uvarovite 石榴石，是在巴塞罗那（西班牙）展出的系列的一部分。 一个值得注意的



例子出现在 2001 年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举行的年度宝石与矿物展上。展示的是一个雕刻人

物，并以典型的俄罗斯宝石为特色。 

记录石头 史密森尼自然历史博物馆展出了 uvarovite 的样品。该标本尺寸约为 12x20 厘米，来自俄罗斯乌

拉尔下塔吉尔萨拉诺夫斯科的铬铁矿矿床。没有其他关于特定尺寸或价值标本的消息。已知最大

的刻面uvarovite小于0.5克拉，而最大的晶体达到约2.5c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