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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表 - 一般：玫瑰石英 

杰玛——名字 意大利语 - Quarzo rosa) 
(英语 - Rose quartz) 

 (法语- Quartz rose) 

 (西班牙语 – Cuarzo rosa） 

 (葡萄牙语- Quartzo rosa) 

(泰语 - โรสควอตซ ์ros̄ khwxts̒ ) 

（德语- Rosenquarz）    

 (阿拉伯语- الكوارتز زهرة  zahrat alkuartiz） 

 (俄语 - Розовый кварц  

Rozovyy kvarts）  

（普通话-蔷薇石英 qiángwēi shíyīng）  

(斯瓦希里语 - Quartz ya rose） 

（印地语 - गुलाबी स्फ़टिक  

gulaabee sfatik） _ 

照片  

 

颜色（美国宝石

研究院） 

粉晶有多种独特的颜色。它可以是各种深浅不一的粉红色，从桃

红色到浅粉色 到深粉红色，从 粉红色 到 几乎是紫色的。更精细

的深粉红色玫瑰石英色调更稀有，更有价值 

颜色的原因 颜色可能是由于多种原因造成的，例如取代钛离子 (Ti 4+ ) 和不稳定色心之间的电荷转移，总是与

间隙钛离子 (Ti 3+ ) 连接，离子桥 O -在取代之间铝和取代的磷原子。 

粉红色外观的另一个原因与由硅镁石组成的纤维状矿物的微观内含物有关 甚至来自钛、锰和铁

的杂质。由于玫瑰石英对热敏感，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暴露在空气和阳光下，宝石可能会

变成灰色。 极少数情况下，石英以粉红色透明自形晶体的形式出现。这些通常是伟晶岩袋中的

后期矿化。这些标本的颜色，尤其是近乎透明的标本，被认为是由辐射引起的色心引起的 自然

的。这种颜色通常不稳定，在受热或受光时会褪色。 

异色宝石 

分类 矿物类 
氧化物 - 网硅酸盐 

物种–组（矿物） 
石英 - / 

种类 
玫瑰石英 

光学特性 比重： 
2.60-2.70 
自治市： 2.65 

回覆： 1,544 至 1,553 

偏光镜： DR（偏光镜中的靶心） 

双折射： 0.009 

特点 光学

的 

单轴正 

多色性 
弱 二向色性：粉红色 

- 淡粉色 

光泽（光泽）——断口光泽 

 玻璃体-玻璃体  
分散（火） 

0.013 （通常检测不到） 

光 荧光 
SWUV：惰性至淡紫色 

LWUV：惰性至淡紫色 

磷光 

不 

形式 晶莹剔透的连衣裙 
 棱镜，通常紧凑 

熔点： 573（转变）-1470℃ 

非凡的光学效果 
猫眼 

（4/6 辐条） 

星群 

晶系 

三角型 

 

水晶级 

化学式 二氧化硅 

 

二氧化硅_ 

光谱仪图像 

 
不具指示性 

断裂 

 

乳沟 
沿主要菱面体轴弱 

分手_  
SI Gemination by penetration （阅读巴西和 D

auphiné）和接触（日语） 

断裂 
贝壳状的 

耐用性 硬度（莫氏） -绝对 

 7; 100 

韧性 
脆弱的 

稳定性（热、光、化学品） 

好，但对热敏感 



净度特性 典型夹杂物：  
一些蔷薇石英石可能没有连续的

外观，在石材中显示出浑浊的条

纹或斑点区域。这是由内部裂纹

引起的。蔷薇石英实际上是唯一

一种有点脆的石英。当受到猛烈

的打击时，它很容易破裂。由于

石材中含有微小的异物，蔷薇石

英也往往有点乳白色。 极少数情况下，粉晶被发现带有金红石针状内含物，在石头中呈现出明

亮的星状图形（称为星群）。通常，只有当光线从石头上反射时才会看到这种现象。然而，对于

蔷薇石英，这种现象只有在光线透过石头时才能看到。 

第三类 

通常包括 

透明度（商业）——透明度 
通常半透明，很少不透明或透明 

矿床 - 岩石类型 玫瑰石英在世界各地的许多矿床中都有丰富的发现。 

地质时代：今天在地表发现的石英（通常包括蔷薇石英）被认为形成于 2.5 亿多年前，位于地表

以下 1 英里或更远的岩石裂缝中。 
原石的特征 玫瑰石英晶体非常稀有；更常见的是发现大块，可以雕刻，或切割成凸圆形或珠子。透明材料很

少见；它通常是浑浊或破裂的，部分原因是它非常脆。当宝石被切割成凸圆形时，非常小的金红

石内含物会产生星光效果（星光）。 

主要存款 澳大利亚（北领地、西澳大利亚）、缅甸（曼德勒地区）；坦桑尼亚 ;莫桑比克（赞比西亚

省） ；柬埔寨;中国（云南） ；爱尔兰（康诺特、阿尔斯特） ；巴西（米纳斯吉拉斯州）；意大

利（皮埃蒙特、威尼托、特伦蒂诺上阿迪杰）， 日本（秋田县、福岛县）南非（林波波省、姆

普马兰加省、北开普省） ；印度、马达加斯加（ Amoron'i Mania、 Analamanga 、Sava、 Vakin

ankaratra ） ；尼日利亚、斯里兰卡（萨巴拉加穆瓦省）、美国（阿拉巴马州、亚利桑那州、加

利福尼亚州、科罗拉多州、南达科他州、蒙大拿州、内华达州、怀俄明州）、越南（岘港） 。 

发现年份 非常古老：早在中石器时代末期（20,000 到 10,000 BP（西南亚）；15,000-5,000 BP

（欧洲）和新石器时代早期，肯定在世界许多地方使用。 

历史 葡萄牙西北部 Vale de Cerdeira (Vieira do Minho )的中石器时代晚期/新石器时代早期定居点（约

公元前 9500 年），发现了大量石器工具（约 30,000 件），这是史前占领的证据的地方。其中超

过500 颗由蔷薇石英制成。 

在芬兰新石器时代梳状陶器文化（公元前 3900 年至公元前 3500 年）的陪葬品中还发现了一小

块未加工的玫瑰石英。 

甚至古埃及人也使用过这种宝石。在一些巡回展览中可见的珠宝之一是一条项链，由北非人在 2

000 多年前生产的祖母绿、紫水晶和金珐琅器（一种釉面陶瓷）和玫瑰石英珠组成。器皿或石头

碎片（包括梳子，球，小雕像等）在Armant遗址的砖墓（1207 和 1208）中回收，（在希腊罗马

时代被称为Hermonthis ，位于尼罗河西岸，位于卢克索西南约 (30, 5 m) .它们由雪花石膏、象

牙、闪长岩、石灰石、大理石、瓷器、蔷薇石英、板岩和滑石制成。 

Qaṭna皇家陵墓（位于今天的叙利亚北部）中也发现了玫瑰石英制成的物品。这个墓地专供的宫

殿在公元前 1350 年左右被毁。 

这种材料在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中也广为人知。 

例如，可以追溯到埃兰时期（今天的伊朗，公元前 3500-1000 年）和公元前 900-730 年的新亚

述时期的玫瑰石英圆筒印章  

这种矿物也存在于古印度的考古遗址中（今天仍然是这种石头的来源）。各种材质的宝石是揭示

古代印度河文明珠宝品味的发现之一。在 Harappa（该民族的主要城市之一）遗址发现了用石灰

石制成的装饰性珠子。圆形碧玉。玛瑙。带状玛瑙。彩色玛瑙、玛瑙、玉髓。红玛瑙。苔藓玛

瑙、灰色滑石、孔雀石和青金石、东陵石。蛇纹石。水晶、紫水晶、烟晶、玫瑰石英和刚玉。 

一枚可追溯至希腊罗马时代的玫瑰石英花丝戒指收藏于纽约大都会博物馆。 

Quarry ）开采玫瑰石英晶体的第一份文件可追溯到 1913-1915 年。 

名词：限定形容词 rosa的起源存在争议，可能与伊朗语词根vrda和/或亚美尼亚语vard相关，后者

的意思恰恰是“玫瑰”。阿拉姆语单词warda也来自古波斯语。它从中东语言传到古希腊语 ῥ όδον 

( rh ó don ，总是表示rose ) 与中间的 Aeolian/Anatolian brothn ，最后是来自rodere的拉丁语rosa 
（口头项目） 。 

另一方面，石英这个名字来自德语，但起源于斯拉夫语，可能来自kwardy ，意思是“硬”或křeme
n ，表示矿物。其他来源将这个词的起源归因于撒克逊语术语Querkluftertz ，撒克逊矿工称大矿

脉为Gänge ，小的横向或交叉矿脉为 Querklüfte 。字面上地 横脉矿物。 



“ querz ”的第一个已知印刷用法出现在匿名的1505出版物中。一些学者将其归功于出生于德国弗

莱贝格的德国医生 Ulrich Rülein von Kalbe 。同期， 德国矿物学家和冶金学家人文主义学者乔

治·阿格里科拉（Georg Bauer ， 1494-1555）使用术语“ quarzum ”（1530）以及“ querze ”，还有

“ crystallum ”、“ silicum ”、“ silex ”和“silica”用于定义水晶。 

其他商业名称：粉色透明石英（来自希腊语“ hyalos ”，意思是玻璃）、玫瑰石英 

品种：薰衣草玫瑰石英， 

属性 一些最著名的古希腊神话将玫瑰石英描述为伟大的治疗师以及热情和崇拜的象征。有两个传说可

以说明为什么古希腊人如此推崇这块石头。在一个关于爱与和解的古典神话中，植物与重生之神

阿多尼斯发现自己陷入了与爱与美的女神阿芙罗狄蒂的浪漫之中，阿芙罗狄蒂无法忍受与她凡间

的爱人分开。她对阿多尼斯的痴迷激怒了她的前情人战神阿瑞斯，以至于他抓住一切机会向阿多

尼斯报复。有一天，阿瑞斯在森林里伪装成一头野猪，决定要致命伤他的对手。阿多尼斯的尖叫

声引起了阿佛洛狄忒的注意，她从天上冲过来救他，却在荆棘丛中割伤了自己。 

阿芙罗狄蒂 (Aphrodite) 将垂死的阿多尼斯 (Adonis) 抱在怀里，他们的血液聚集在一起，在地面

上形成海葵，并在将白石英染成粉红色后形成蔷薇石英宝石。他们血液的融合促使宙斯表现出他

的同情心，因为他每年将阿多尼斯带回阿芙罗狄蒂六个月。玫瑰石英成为和解与永恒爱情的中心

象征。 

第二个神话涉及欲望、爱和吸引力之神厄洛斯。传说爱神爱神从天上（奥林匹斯山）带下这颗粉

红色的宝石来在凡人世界传播爱情和浪漫，因为它就是爱情石本身。石头粉红色调的浪漫特质被

认为是如此强大，足以激发人类的爱。 

以更现代的方式，它的振动被许多自然疗法专家认为是温和、舒适和安心的。 

它还带有一种平和的共鸣，许多人在情绪动荡的时候都能找到平静。 鼓励温暖、幸福、同情、

理解、尊重和情绪健康的感受和表达。 

这种华丽水晶的清新色彩使其成为自制美容产品（如喷雾剂和长生不老药）的最爱，以净化皮

肤。 

据说它对治疗阿尔茨海默氏症、帕金森氏症和老年痴呆症患者非常有用。据说这种石头还可以增

强身体的心脏和循环系统。它还可以帮助解决胸部、肺部和肤色问题。它对患有眩晕症的人以及

有生育问题的人有益。在心理上，玫瑰石英一直被视为无条件的爱与无限和平的宝石。它是心脏

最重要的水晶之一。增加同情心并教导宽恕，帮助克服痛苦的情况和关系。它还通过在悲伤时安

慰佩戴者来帮助那些正在应对失去亲人的人。帮助那些在分手后感到背叛的人。如果您认为自己

应对他人的痛苦负责，它还可以减轻内疚的不适。它能让你放下痛苦的情感创伤，只留下教训和

爱。 有些人认为它可以帮助增强心肌、调节血压和协调不规则的心跳。 

中国风水艺术也推崇蔷薇石英。一种体现女性能量（阴气）的矿物质，这种石头微妙的粉红色调

促进治愈、爱与和平。如果放置得当，玫瑰石英可以带来宁静、吸引爱情并提升自尊 

蔷薇石英是结婚五周年纪念宝石。 

行星：金星 

月份：一月 星座：天秤座和金牛座 

脉轮： 心 

疗程 当暴露在适度的光和热下时，蔷薇石英通常是稳定的。这种宝石偶尔会经过辐射处理以增强其颜

色。 

合成对应物 与其他石英品种一样，粉红色石英也可以在实验室中生产（自 1970 年代以来），但合成对应物

在贵金属市场上并不重要，即使其质量可能高于从矿床中提取的石英。无论是颜色还是透明度。

天然材料过于丰富、价格低廉，而且只出现在低成本珠宝中，因此没有动力生产合成蔷薇石英。 

可以混淆 鉴于其性质和用途，蔷薇石英不太可能与任何其他材料混淆。然而，这种宝石矿物经常被玻璃模

仿。这个过程的目的不仅是复制石头的颜色，还有石头拥有的内部条纹。此过程会产生气泡，这

些气泡在放大镜下可见，因此需要仔细观察。它们使识别过程变得非常简单。 

蔷薇石英，不要与粉红色石英混淆，是一种极为罕见、完全透明的颜色品种，全世界仅存在少数

标本。它的颜色被认为是由于少量的铝和磷取代了硅和石英暴露于自然伽马辐射。已从角砾岩层

中提取出含有大量玫瑰石英的沙子，该角砾岩层散布着Chiemgau陨石（德国南巴伐利亚）撞击

造成的陨石坑，其历史可追溯到大约 11,500 年前。 

指示性宝石学测试 蔷薇石英经常出现在圆形（珠子或凸圆形切割宝石）的项链和手镯（尤其是人造珠宝）

中。它的价格几乎总是很低，在大多数情况下不会导致宝石学分析。如果你想验证这块

石头的真实性，适用于其他石英的测试和相关参数都是有效的。然而，粉红色品种的独

特性仍然是其典型的缺乏透明度。 

价值（2021） 高： 1000+ $/ct 

3克拉+ 

介质： 50+ $/ct 

1-3克拉 

鲈鱼： 2 美元/克拉（宝石） 

克拉以下 



典型切割 刻面玫瑰石英并不常见（较大的宝石可以达到，但不超过 30 克拉），因为透明的几乎买不到，

半透明的不如其他同色宝石（摩根石、碧玺等）吸引人。由于这些特性，它通常以滚磨形式出

现，或以混合切割、浮雕、雕刻件的形式出现，包括灯座、雕像和烟灰缸。 玫瑰石英烛台也很

常见。 

名石 “ La Madona Rosa ”（粉红圣母）于 1950 年代从巴西米纳斯吉拉斯州Sapucaia矿山回收的水晶中

获得，2013 年由 Heritage Auction 以 550,000 美元的创纪录价格售出。作品高约39厘米，宽约20

厘米。这件独特的作品由中央一簇烟熏石英晶体组成，周围环绕着一团鲜艳的粉红色石英晶体。 

“范艾伦腰带”是另一件同样出自米纳斯赫里亚斯的著名作品，陈列于华盛顿特区的史密森尼博物

馆。 

记录石头 吉尼斯世界纪录报告称，最大的玫瑰石英球体直径为204.1 厘米，由巴吞空銮的法身基金会制造 

2022 年，泰国他尼。球体重约3,700 公斤。巨大的气球有显示冥想重要性的作用。 

另一个相当大的标本是玫瑰石英球体：直径 96.6 厘米，重1,220 公斤，归Yoshiyuki所有 日本东

京町田市的西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