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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表 - 一般： 钙 钛矿 

杰玛 - 名字  （意大利语 - poudretteite） 

（英文 - poudretteite） 

 （法语- poudretteite） 

 （西班牙语 - pudretteita） 

 (葡萄牙语- Poudretteite) 

（泰语 - / ) 

（德语- Poudretteite)    

（阿拉伯语 بودريت budrit） 

 （俄语 - Пудреттеит Pudretteit)  

(普通话-钙 钛矿Gàitàikuàng )  

（斯瓦希里语 - poudretteite) 

（印地语- पौड्र े टेटाइट paudretetait ) 

照片  

  

颜色 (GIA) 无色至淡粉色、粉红色和梅红色（略带紫色） 。 

颜色的原因 Poudretteite 可以从无色到紫粉红色，其颜色归因于其化学成分中锰（Mn 2+或 Mn 3+ ）的存在。几乎无色和高

度饱和的钙钛矿样品之间这种元素的浓度变化范围为百万分之 15-20（或ppm ）和 50+ ppm 。）其他微量元素或

可能的色心也可能对生产产生影响强烈的紫色。 

异色宝石 

分类 矿物类 
硼硅酸盐或环硅酸盐 

物种-组（矿物） 
- 

种类 
- 

光学特性 比重： 

2.50 - 2.55 
直辖市： 2.53 

罗德岛： 1,510 - 1,532 

偏光镜： DR 

双折射： 0.016 - 0.021 

特点 光学

的 

正单轴 

多色性 
无色至粉红色，取决于体

色（可能很浓） 

Lustre（光泽）——断口的光泽 

 玻璃体——玻璃体  
分散（火） 

/ 

光 荧光 
SWUV (254 nm) : 惰性 

轻型紫外线 (365nm) : 惰性 

磷光 
缺席的 

形式 水晶连衣裙 

六角形或桶形雕刻棱镜  

熔点： /°C 

非凡的光学效果 
不 

晶系 
六角形 

双锥六角形 

水晶类 

化学式 钠和钾硼硅酸盐 

 

KNa 2 B 3是12 O 30  

光谱仪图像 

 
（非指示性）以约 530 nm 为中心的宽谱弱带 

断裂 

 

剥落 
缺席的 

Breaking - 离别  
. 

断裂 
 圆锥形，碎裂 

耐用性 硬度（莫氏） -绝对 

5 (5.5), 48 (60) 
韧性 

脆弱的 
稳定性（热、光、化学品） 

     

清晰度 - 特征 颜色分区，非常细的针状生长管，生长管聚

集有点状包裹体，愈合裂纹，液态或气态包

裹体，角状（长石）和负晶体，长而不规则

的切口通道，结构粗糙，有时充满不透明材

料橙色-棕色。    

II型（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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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碱性辉长岩-正长岩的侵入性复合体中，在霞石正长岩角砾岩中发现的大理石捕虏体中发现了

这种球状陨石，与胶凝岩、鱼眼石、石英和次要的云石相关。代替 



地质年龄： NA 

原石的特点 它采用腐蚀或雕刻的桶形棱镜。 

主要存款  加拿大（魁北克）、缅甸（曼德勒地区） 

 

发现年份 1960 年代中期：最早的标本于 1960 年代首次在加拿大魁北克省圣伊莱尔山发现为微小晶体。  

历史 1987年被列为“osumilite / milarite组”的新成员。 1956年首次描述了耳炎。 

osumilite / milarite 组包括该组中的 17 种矿物，其中只有 sugilite 为大多数宝石学家所熟悉（粟

粒石是另一种相对知名的矿物）。 

1960 年代中期，在加拿大魁北克鲁维尔县的圣伊莱尔山仅发现了 7 颗晶体。然而，这些样品直

到 1986 年 7 月才被认可并登记为一种新矿物。 1987 年，J. Grice发表了对矿物 pudretteite 的第

一次描述，后来Grice本人和 Hawthorne 于 1990 年提供了进一步的原始数据。 2000 年，最早记

录在案的宝石级 pudretteite 标本是由一名意大利商人在缅甸摩谷发现的。 3克拉宝石接受古柏林

检查 宝石实验室。 

名称:该矿物献给 Poudrette 家族、原 R. Poudrette 采石场的所有者和管理者，该采石场成立于 1

959 年，以及 1992 年至 2007 年扩建的 Poudrette 采石场，该采石场合并了以前的Demix和以前

管理的所有其他采石场一个单一的实体。 Poudrette 采石场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矿物学宝库之一，

是 60 多种矿物的典型产地。 Poudrette 家族慷慨地允许进入他们的采石场，为圣伊莱尔山的矿

物学研究做出了巨大贡献。 

其他商品名称： / 

品种：/ 

属性属性 作为一种极为罕见且最近发现的宝石，粉晶不具有一系列已知（归因）的魔法或治疗特性。 

有些人认为这种宝石可以帮助治愈人类的痛苦。它也被认为有助于治疗精神疾病。 

Poudretteitis 几乎没有检测到放射性。 

星球：不适用  

月份：不适用 十二生肖： NA 

脉轮： 心 

治疗 无人知晓。 

合成对应物 没有商业版本的实验室制造的粉晶。 

它可能与 Poudretteite 可能与sugilite混淆，只是偶尔半透明（通常是不透明的），凸圆形切割，或者更少

见，很少刻面。虽然这两种材料的颜色可能相似，但球镁石是一种透明矿物，而苏吉石即使在最

好的情况下也是半透明的。此外，两种矿物的折射率和比重不同（高于苏吉石）。另一种可能与 

poudretteite 混淆的宝石是紫水晶。然而，这两种石头的颜色和外观却有着明显的不同。折射率

和比重的组合很容易分离。方柱石也可以用标准分离器从粉晶石中分离出来 元旦_ 

指示性宝石学测试 常规测试足以进行可靠的识别，但是，鉴于材料极其稀有，其识别可能很困难。颜色、折射率和

比重通常是指示性的。 

价值 (2021) 高： 5000 + $ / ct 

2 克拉 + 

平均： 2000 美元/克拉 

1-3 克拉 

低： 1000美元/克拉 

克拉以下 

典型切割 大于 1 克拉的干净宝石很少见。 

名石 2002-2003 年在缅甸北部发现了一颗 3.00 克拉的深紫色宝石。 

记录石头 一颗来自缅甸的 9.41 克拉浅粉色椭圆形宝石是现存最大的刻面标本之一，它是美国华盛顿特区

史密森尼国家宝石收藏的一部分。这颗宝石于 2007 年由Frances Miller Seay慷慨捐赠给博物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