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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表 - 一般：方柱石 

杰玛 - 名字  （意大利语 - scapolite） 

（英文 - scapolite） 

 （法语- scapolite） 

 （西班牙语 - escapolita） 

 (葡萄牙语- escapolite） 

（泰语 - ------) 

（德语- Skapolit）    

（阿拉伯语 - سكابوليت- sakabulit) 

 （俄语 - скаполит-skapolit)  

(普通话-方柱石-Hōchūseki )  

（斯瓦希里语 - 方柱石） 

（印地语 -स्कैपोलाइट skaipolait) 

照片  

  

颜色 (GIA) 最常见的颜色是蜜黄色，但也有绿色、梅子色、 橙色，棕

色，粉红色，蓝色， 紫色,灰色 且无色。 明亮的紫色方柱石

被认为是最有价值的，但一般来说，具有高颜色强度的石头

是最可取的。 

猫眼方柱石常呈绿色、褐色 和灰色。 

颜色的原因 方柱石属于 Marialite（富含钠）和 Meionite（富含钙）之间的同构系列，并表现出与其同样广泛

的成分相关的广泛特性。 marialite和 meionite的公式让人想起两极的公式 的 斜长石, 钠长石 和钙

长石, 添加NaCl和 CaSO 4 ,结构单一 与此相同 的 长石类。 
各种颜色、色心与 Cl（氯）、CO 23 （离子碳酸盐）、SO 24 （离子硫酸盐）的自然辐照有关 - 存

在于晶体结构的大空隙中的基团。 此外，方晶石的颜色和性质会随着化学成分中钠和钙含量的

变化而变化。 

Gatling 方柱石是可取的，因为它们表现出锐利的眼睛，但当这不明显时，可能会出现一种白光

（微弱的白光）。 “彩虹方柱石”或“彩虹方柱石”是给予方柱石的商品名称，其中含有虹彩内含

物。彩虹方柱石可以是无色透明体，也可以是深灰色半透明体。 

异色宝石 

分类 矿物类 
硅酸盐 

物种-组（矿物） 
方柱石-meionite / marialite 

种类 
向下看 

光学特性 比重： 

2.57 - 2.74 
常见： 2.68 

： 1,535-1,579 

偏光镜： DR 

双折射： 0.006-0.037 

特点 光学

的 

负单轴 

多色性 
粉红色石头：无色 - 粉红色；黄

色石头：无色-淡黄色-黄色； 

紫/梅石：紫蓝-深蓝 

Lustre（光泽）——断口的光泽 

 Vitreo - Vietreo  
分散（火） 

0.017 

光 荧光 
SWUV (254 nm) ：有时是红色、蓝白色、黄白色、橙黄色、橙红色、紫

红色、蓝色、 
轻型紫外线 (365nm) ：有时紫红色、黄色、橙黄色、橙色、橙红色、红

色、蓝色、蓝色、 

磷光 
惰性中的各种颜色 

形式 水晶连衣裙 
 棱柱形和巨大的 

 
熔点： NA 

非凡的光学效果 
Catitude（4条光线） 

青光 

彩虹色 

晶系 
四边形 

柱状 

水晶类 

化学式 钠、钙、铝的复合硅酸盐 

Na 4 Al 6 Si 6 O 24 (CO 3 SO 4 ) - 

Ca 4 Al 6 Si 6 O 24 (CO 3 , SO 4 ) 
 

最后的两个成员是 meionite ( Ca 4 Al 6 Si 6 O 24 CO 3 ) [2] 和 marialite ( Na 4 A

l 3 Si 9 O 24 Cl)。 Mizzonite ( Na 4 Al 3 Si 9 O 24 Cl) 是中间成员， Silvialite (Ca, 

Na) 4 Al 6 Si 6 O 24 (SO 4 , CO 3 ) 是该组的另一个公认成员。 

光谱仪图像 

 

 
 

红色、粉色、紫色： 663 nm 和 652 nm波段，黄

色吸收。 

断裂 

 

解理（棱柱形） 
完美 - 好（2 个方向） 

Breaking - 离别  
缺席的 

断裂 
圆锥形 

耐用性 硬度（莫氏） -绝对 

5.5-6.0； 60 - 72 
韧性 

离散的 
稳定性（热、光、化学品） 

好的 



清晰度 - 特征 典型夹杂物： 平行棒状空腔、树枝状

（分支）形状、针状、晶体（通常为磁铁

矿，可导致虹彩）和流体包裹体、棕橙色

片晶，可能是赤铁矿包裹体。一些样品可

能会显示出可见的倍增（当双折射非常高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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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组物种 出现 主要是 在里面 变质 区域性 以乐队为特征 带有麻粒岩带的角闪岩。方柱石晶体形

成于变质岩中，是斜长石蚀变的结果。整个方柱石系列类似于斜长石系列。 

地质年龄：甚至超过十亿年 
原石的特点 晶体呈棱柱状，截面呈方形，形似棍棒，这就是这种宝石在古代得名的原因。  

主要存款 最好的水晶来自肯尼亚、马达加斯加（马达加斯加共和国） 、巴西（圣埃斯皮里托岛、米纳斯

吉拉斯州）和坦桑尼亚。其他矿床包括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缅甸、加拿大（Renfrew Onta

rio 和 Grenville、魁北克）、德国（Bodenmais / Bayerischer Wald 和 Saualpe / Karnten）、意大

利（Val Malenco、Sondrio、Monte Somma、Pianura、那不勒斯和厄尔巴岛）、瑞典（基律

纳）、瑞士（Lago Tremorgio）、美国（Lago Superiore）。 

发现年份 1913：方柱石于 1913 年首次在缅甸北部（缅甸）被发现，呈白色、粉红色和紫色纤维状晶体。 

历史 1920年在马达加斯加发现了黄色方柱石，十年后在巴西发现。莫桑比克、肯尼亚和坦桑尼亚的其

他人也遵循了这些发现。 1975 年发现的一种紫色的坦桑尼亚方柱石被称为 petschite。 

名称：方柱石的名称来源于希腊语σκάπος (skapos) = 棒、棒和λίθος (litos) = 石头，因为它的晶

体形成长柱状。 

Wernerite 以德国地质学家 AG Werner 的名字命名， 

其他商品名： wernerite（方柱石的同义词）， petschite（紫色）， mizonite, dipire (marialite-m

eionite), wilconite（粉红色）、marialite 和 meionite。 

品种：方晶石的金色、黄色和黄绿色品种有时被认为是各种“橄榄石”，也称为橄榄石（矿物学世

界中的橄榄石）。 P etschite （来自坦桑尼亚的紫色方柱石）， rosalinda （玫瑰，秘鲁'），紫

色方柱石，彩虹方柱石， 猫眼方柱石、紫色猫眼方柱石、粉色猫眼方柱石、mizzonite、dipire、

marialite 和粉色方柱石。 

属性属性 方柱石不是众所周知的宝石，因此它缺乏许多更受欢迎的宝石所拥有的传说、传统和信仰。它不

是官方已知的诞生石，也没有任何官方行星或黄道带用途。然而，它仍然携带着非常强大的能

量，无论是精神疾病还是身体疾病。这是因为它的颜色种类繁多。每种颜色都被认为有助于生命

或能量的特定领域。一般来说，方柱石可以帮助找到解决过去和现在问题的方法。 

成功之石。它可以帮助带来改变，并为新生活提供灵感和目标。在传统的印度教信仰体系中，方

柱石被认为可以平衡下脉轮和心轮（心）中的能量流动，心轮掌管决策、情感和爱。在身体上，

肩胛骨被认为有助于解决眼部问题，例如青光眼和白内障。它还被认为有助于缓解肩部、颈部、

头部和上胸部的疼痛。带有磁铁矿内含物的彩虹方柱石用于水晶疗法。 

星球：不适用 

月份：不适用 十二生肖： NA 

脉轮： 心 

治疗 方柱石通常不会以任何方式进行处理或改进，除了薰衣草石 经受加热过程或辐照。后者通常基

于变成淡紫色的黄色起始材料。众所周知，经过处理的方柱石会因暴露于热和光而褪色，而天然

紫色的则不会褪色。 

合成对应物 方晶石有实验室制造的版本，从 marialite 到 meionite，但它们用于研究目的。合成方舟石在珠宝

中没有已知用途。 

它可能与 紫水晶的分离，尤其是与黄水晶的分离（通过：RI、图形/光学符号、UV 荧光、夹杂物、加倍）

可能很困难（无需求助于硬度测试等破坏性测试）。当外观表明宝石可能重叠时，必须仔细考虑

所有参数。 

菱绿宝石（分离方式：RI、双折射、图形/光学符号、UV 荧光、夹杂物、倍增） 、金绿宝石（分

离方式：双折射、UV 荧光、夹杂物）和金绿柱石（分离方式：图形/光学符号、UV 荧光、夹杂

物） , 倍增) , 长石(分离: 光学图, 夹杂物),绿柱石(分离: RI, 双折射, 紫外荧光, 夹杂物),堇青石(分离: 

光学图, 多色性, 紫外荧光),玻璃(分离: 字符光学的） 



指示性宝石学测试 方柱石不是一种非常常见的宝石，但是当它可用时，它可能会与其他宝石混淆（通常稍微贵一

些），因此，一如既往，最好进行所有必要的测试。 

价值 (2021) 高： 50 美元/克拉 

120（紫、蓝） 

40（橙色、黄色） 

30（无色，猫。） 

3 克拉 + 

中等： 20美元/克拉 

80（紫、蓝） 

30（橙色、黄色） 

10（无色，猫。） 

1-3 克拉 

低： $/ct 

50（紫色、蓝色） 

20（橙色、黄色） 

3（无色，猫。） 

克拉以下 

典型切割 方柱石适用于最常见的切割，如矩形、方形、圆形、梨形、椭圆形、祖母绿形、垫形等等。透明

的品种是刻面的，不太透明的石头可以用凸圆形建模。粉红色和紫色的方柱石产生美丽的“猫眼”

效果，有时被错误地贴上“粉红色月长石”的标签。 

名石 一些著名的作品被收藏在公共和私人收藏中。 

例如在泥盆纪集团（建筑公司，加拿大）有： 3.34 克拉（蓝猫眼，缅甸）； 21.25 克拉（白色猫

眼，印度）。 

皇家安大略博物馆（加拿大安大略省多伦多市）：28.4 克拉和 57.6 克拉（黄色，巴西）； 7.91 

克拉（粉色，缅甸）； 65.63 克拉（无色，缅甸）； 18.8克拉（灰色，猫眼）；和 18.3 克拉（粉

色猫眼）。 

记录石头 棱柱状晶体 doi marialite （无色、白色、灰色、蓝色、绿色、黄色、粉红色、紫色），轮廓为八

角形，平行条纹，金字塔末端经常变平，可达到 1.5 米，而meionite （黄色，趋于绿色，无色，

很少粉红色或紫色），棱柱形，八角形，平行条纹，末端通常有扁平的金字塔，可以达到70厘

米。纯meionite非常罕见，大部分标本是中间词marialite-meionite。 

50 厘米（20 英寸）长的晶体在纽约（美国）的罗西和皮埃尔波因特发现， 

宝石级的巴西黄色方柱石可以达到30克拉，而白色和黄色的缅甸方柱石也可以很大（可达70克

拉）。 gatteggiante 一颗很少超过 10 克拉。 

史密森尼博物馆（华盛顿特区）：288 克拉（无色，缅甸）； 29.9 克拉，19.7 克拉（猫眼，粉

色，斯里兰卡）； 12.3克拉（粉色，缅甸）； 103.4 克拉，52.2 克拉（黄橙色，坦桑尼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