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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碧玉玻璃制品的特征和鉴别

范桂珍 , 王时麒
(北京大学宝石鉴定中心 , 北京 100871)

摘　要:采用常规宝石学测试手段 、薄片观察 、电子探针 、红外光谱等方法对目前中国市场上常见的一种仿

碧玉玻璃样品进行了研究 。结果表明 ,该样品为乳浊的脱玻化玻璃 ,其主要成分为 SiO 2 ,其次为 Al2O 3 ,还含

有 K ,Na ,Ca ,M g碱金属氧化物以及乳浊剂的析出物氟化钙和磷酸钙 。该仿碧玉玻璃样品的鉴别特征为:颜

色呆板 ,有时可见白斑 ,密度与硬度较低 ,贝壳状断口 ,羊齿植物叶脉状结构 。此外 ,还可通过特征的红外光谱

加以鉴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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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acteristics and Identification of Glass

Imitation of Green Nephrite

FAN Gui-zhen , WANG Shi-qi

(Gems Ap praisal Center of Pek ing Universi ty , Bei j ing 100871 , China)

Abstract:A kind o f g lass imi tation o f g reen nephri te appearing in the present Chinese market

is studied by using the conventional gemmolog ical methods , microscopic section observat ion ,

EMPA and inf rared spect roscope.The resul ts show that the glass imitation is a kind of opac-

if ied devi trified g lass , mainly composed of SiO 2 and Al2O 3 , subordinate alkali metal ox ide of

K ,Na ,Ca , Mg and other precipi tate of calcium f luo ride and calcium phosphate.The g lass im-

i tation could be identified through such methods as dull colour , sometimes w ith w hi te spot ,

low er specif ic g ravity and hardness , conchoidal fracture , fern-vein-like st ructures and diag-

nostic inf rared spect r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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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 ,在市场上大量出现了一种仿碧玉的玻

璃制品(图版Ⅳ-1), 如挂件 、手镯 、摆件等。由于

其光泽 、透明度 、颜色 、细腻程度等外观特征均与

碧玉较相似 ,用肉眼难以分辨。该类仿制品在某

些珠宝市场上往往标称“碧玉”出售 ,具有很大的

欺骗性。笔者对收集的该类仿碧玉玻璃制品进行

了研究 ,介绍其鉴别方法与特征 ,以提醒检测机构

与消费者重视 ,防止上当受骗 。

1　基本特征

　外观特征

肉眼观察 ,样品(图版Ⅳ-2)为暗绿色 ,颜色有

明暗深浅的变化 ,微透明 ,玻璃光泽 ,质地较细腻 ,

但整体上色泽较呆板 、单调 ,不如碧玉油润 、浑厚;

样品的破裂面上常见贝壳状断口 ,其表面与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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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可见少量 、稀疏分布的白色斑点(图版Ⅳ-3),

而碧玉中则常见点状黑色铬铁矿 (图版Ⅳ-4);在

强透射光下放大镜观察 ,样品具有丝状体的定向

展布 ,如同羊齿植物叶脉状纹理 ,偶尔还可见细小

的圆形气泡。

　薄片观察

在偏光显微镜下对样品薄片进行了观察 。在

高倍单偏光下 ,可见柱状雏晶平行排列 ,呈梳状结

构(图 1),不同方向的梳状结构总体上构成了羊

齿植物叶脉状结构(图 2),这说明该样品为脱玻

化玻璃。所谓脱玻化玻璃就是在玻璃熔融体中加

入致色物质 ,缓慢冷却使其内部有微小晶体析出。

尽管已发生了脱玻化 ,但在正交偏光镜下仍显示

玻璃质全消光 ,说明脱玻化程度尚不完全 ,仅处于

初期的“雏晶”阶段。

图 1　柱状雏晶的梳状结构　-, 500 ×

Fig.1　Pectinated structure of columnar crystallite

图 2 　羊齿植物叶脉状结构　-, 50×

Fig.2　Fern-vein-like structure s

　偏光观察

在偏光镜下观察 ,较薄的样品为全亮 ,较厚的

样品其边缘较薄处为全亮 ,显示出非均质集合体

的特征 ,说明样品已发生脱玻化。

　密度与硬度

手掂该样品 ,感觉其相对密度较轻 ,运用密度

测定仪测得其密度约为 2.47 g/cm3 。在样品的

表面常见有划痕 ,说明其硬度较低 。采用国产 71

型显微硬度仪测试了样品 3 个部位的维氏硬度

(Hv),并换算成摩氏硬度值(Hm)(表 1),结果显

示 ,样品的平均摩氏硬度为 4.92 ,用小刀(H m为

5.5)可以划动 。

表 1　样品的硬度

Table 1　 Hardness o f sample

样品部位 H v Hm

1 379.60 4.89

2 473.00 5.25

3 322.00 4.62

平均值 391.50 4.92

　　　测试人:高秀丽

　折射率

采用宝石折射仪 ,以点测法测定了样品的折

射率 ,为 1.49 ～ 1.50。

2　电子探针

采用 JXA-8100型电子探针对样品薄片的化

学成分进行了测试分析。测试条件:加速电压为

15 kV ,束流为 1×10-8 A ,束斑为 1 μm 。

样品的背散射电子图像(图 3)由灰色基质与

白色点状和针状物组成 ,灰色基质的测试结果见

表 2 ,其主要成分 w(SiO 2)约为 78%, w(Al2O 3)

约为 8%,含有 K ,N a , Ca ,Mg 碱金属氧化物 ,其

化学成分与熔融玻璃的相近。样品中还含有微量

元素 Cr
3+
与 Fe

2+
,应为加入的绿色致色元素 。运

用电子探针附件 INCA400型能谱仪对背散射电

子像中的白色点状和针状物进行了能谱分析(表

3),结果显示 ,其主要成分为氟化钙;对样品表面

的白斑也进行了能谱分析(表 4),其主要成分为

磷酸钙。由此可见 ,该仿碧玉玻璃制品在制作过

程中添加了乳浊剂氟化物与磷酸盐 。乳浊剂在高

温时熔融于玻璃熔体中 ,温度降低时则析出氟化

钙和磷酸钙颗粒 ,由于颗粒的折射率与玻璃基质

的不同 ,能引起光的散射 ,从而使玻璃的透明度降

低 ,达到仿真的效果 。

图 3 　样品的背散射电子图像
Fig.3　Back scattered electron image o f s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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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样品的电子探针结果及其化学成分

Table 2　Results and chemical compositions of samples by elect ron microprobe wB/ %　

样号 M nO Na2O MgO K 2O Cr2O 3 SiO 2 Al2O 3 CaO TiO 2 FeOT 总量

1 0.00 4.15 2.18 1.49 0.25 78.52 8.09 1.95 0.00 0.27 96.90

2 0.00 4.42 2.10 1.52 0.25 77.87 8.18 2.02 0.03 0.27 96.66

3 0.06 4.45 1.90 1.55 0.30 78.31 8.03 1.92 0.02 0.32 96.86

表 3　背散射电子图像中白色

点状和针状物的能谱分析结果

Table 3　EDS analy sis result of w hite dot and acicula r

matter by back sca tte red electron image　　w B/ %

元素 O F Na Al Si K Ca 总量

7.17 46.89 0.52 0.60 4.54 0.19 40.09 100.00

表 4　样品表面白斑的能谱分析结果

Table 4　EDS analy sis result o f

w hite spo t on surface of sample w B/ %　

元素 O F P Ca 总量

40.56 6.89 17.11 35.44 100.00

　测试单位:北京大学造山带与地壳演化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电子探针实验室;测试人:王长秋

3　红外光谱

采用德国布鲁克光谱仪器公司产的 Ten-

sor27型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仪的漫反射附件测

试了样品的红外光谱 。测试条件:室温为 17℃,

湿度为 27%,电压为 220 V ,测试范围为 4 000 ～

400 cm-1 ,分辨率为 4 cm-1 ,扫描时间为 40 s。

样品的红外反射光谱结果(图 4a)显示 ,谱带

分布与熔融氧化硅的一致 ,在 1 200 ～ 400 cm
-1

范围内出现了 1 062 ,464 cm-1附近的两个宽吸收

峰以及 764 cm-1处的弱吸收峰 ,其中 1 062 cm-1

归属于 Si(Al)—O 伸缩振动 , 464 cm
-1
归属于 Si

(Al)—O弯曲振动。

碧玉的主要矿物组成为透闪石 ,其红外反射光

谱见图 4b ,在 1 200 ～ 400 cm-1范围内分裂较好 ,

以1 142 ,1 090 ,1 037 , 997 ,919 ,758 ,681 , 540 , 512 ,

458 ,416 cm-1处的吸收峰为特征。其中 1 150 ～

850 cm-1处的强吸收区归属于 O—Si—O 与 Si—

O —Si反对称伸缩振动和 O —Si—O 对称伸缩振

动 ,以 997 cm
-1
处的吸收最强;在 800 ～ 600 cm

-1

范围内 , 758 cm-1处较强谱带和 681 cm-1处较弱

谱带分别归属于 Si—O—Si对称伸缩振动;在 600

～ 400 cm
-1
范围内的 540 , 512 , 458 ,416 cm

-1
归属

于Si—O弯曲振动 、M —O伸缩振动和 OH 平动的

偶和振动 ,以 458 cm-1处的吸收带最强。

图 4　样品(a)与碧玉(b)的红外漫反射光谱

Fig.4　I nfr ared diffused reflection spectra

of sample(a)and g reen nephrite(b)

测试单位:北京大学宝石鉴定中心;测试人:范桂珍

4　与碧玉的区别

虽然在外观上该仿碧玉玻璃制品与碧玉较相

似 ,但两者在物理与化学性质方面存在很大的差

异 , 其主要鉴别特征见表 5 ,此外还可通过红外光

表 5　碧玉与仿碧玉玻璃的鉴别特征

Table 5　 I dentification char acte ristics between

g reen nephrite and its g lass imita tion

碧　　玉　 仿碧玉玻璃　

矿物组成 透闪石 、阳起石 雏　晶

外　　观 绿色 ,暗绿色 ,色泽

油润 ,常见黑点

暗绿色 ,色泽单调

呆板 ,有时可见白斑

光　　泽 玻璃光泽—油脂光泽 玻璃光泽

薄片观察 纤维交织结构 羊齿植物叶脉状结构

折射率 1.60～ 1.61(点测) 1.49～ 1.50(点测)

密度/(g· cm-3) 2.90～ 3.10 约 2.47

硬　　度 6.0～ 6.5(表面光洁) 4.92(常见划痕)

断　　口 参差状 贝壳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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谱进行鉴别。

5　结语

1.目前市场上常见的仿碧玉玻璃制品为乳浊

的脱玻化玻璃 ,其主要成分为 SiO2 ,其次为Al2O 3 ,

此外还含有 K ,Na ,Ca ,Mg 碱金属氧化物以及乳浊

剂的析出物氟化钙和磷酸钙。

2.该仿碧玉玻璃制品可通过其外观特征 、较

低的密度与硬度 、贝壳状断口 、羊齿植物叶脉状结

构及特征的红外光谱等与碧玉加以区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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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宝学院 2009珠宝学术交流年会
暨爱迪尔珠宝商业论坛成功召开

　　金秋十月 ,丹桂飘香 ,神州大地 ,硕果满枝。
珠宝学院 2009珠宝学术交流年会暨爱迪尔珠宝
商业论坛于 10月 24日在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迎
宾楼学术交流中心成功召开。本届年会共有 201

名代表参加 ,有珠宝学院 FGA 、GIC 历届学员及
其教学合作伙伴 、全国各高等院校 、质检站 、珠宝
公司以及台湾珠宝界与 GIC 台湾校友会的代表。
湖北经济电视台 、《楚天都市报》及我校电视台等
新闻媒体对本届年会进行了采访与报道 。

本届年会以对我国珠宝行业跨入 21世纪后
的第一个十年的总结和面对下一个十年的前瞻性

思考为会议宗旨 ,主要偏重于珠宝商贸的发展研
究。全国各地珠宝产业聚集地的优秀代表介绍与
探究了我国珠宝产业集中区的优势与特色以及其
在珠宝产业发展中的作用 ,宝石学专家介绍了宝
石学 、珠宝鉴定及首饰设计与工艺的最新科技动
态 、珠宝教育的特点 、专业建设以及学科发展等。

珠宝学院党委书记隋红主持了开幕式 ,她代
表珠宝学院全体教职工对远道而来的代表们表示
热烈欢迎 ,衷心希望代表们充分利用会议的相聚
时光 ,积极交流。中国地质大学党委副书记朱勤
文介绍了中国地质大学及珠宝学院的发展情况 ,
衷心感谢校友同仁们对珠宝学院的发展给予的有
力支持。深圳爱迪尔珠宝公司董事长苏日明在发
言中对本届年会的顺利召开寄予厚望 ,希望通过
此次合作达到珠宝企业与学校之间的密切交流 ,
为我国珠宝产业的发展尽己之力。湖北省珠宝玉
石首饰行业协会秘书长李红军 、武汉金饰珠宝行
业协会会长 、武汉新世界珠宝公司董事长孟汉华
也发表了贺词。

本届年会内容分为 4 部分:中国珠宝专业市

场与珠宝科技大会报告 ,珠宝市场博弈之道 ———
爱迪尔珠宝商业论坛 ,珠宝学院爱迪尔班开学典
礼暨 GIC 、FGA 证书颁证仪式 ,珠宝学院新专业
及爱迪尔珠宝首饰新品发布会 。在珠宝产业区报
告中主要介绍了我国珠宝专业市场的概况与发
展 ,如云南瑞丽翡翠及其珠宝市场 、广东四会玉石
产业的发展 、新疆和田玉的资源与产业 、蚌埠仿古
玉器 、河南南阳玉石产业 、岫岩玉石市场 、山东昌
乐珠宝市场 、湖北竹山绿松石产业资源以及福建
寿山石等 。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珠宝学院是我国珠宝教
育界的领军人物 ,爱迪尔珠宝股份有限公司是我
国珠宝商业界的优秀代表之一 ,双方共同举办本
届年会为大会注入了新鲜活力 ,带来了更丰富 、更
加贴近行业的精彩内容 。2009 珠宝学术年会暨
爱迪尔珠宝商业论坛的成功举办将会对我国珠宝
界的承上启下作出重要贡献。深圳市爱迪尔珠宝
股份有限公司创建于 2002年 4月 ,通过 ISO9001

国际质量体系认证 , 2003年成为上海钻石交易所
会员 ,先后成为国家 、省 、市行业协会常务理事单
位 ,在全国 150余座城市拥有 210多个爱迪尔珠

宝品牌加盟网点 ,合作伙伴遍及比利时 、印度 、中
国香港等地。2006年 9 月 ,爱迪尔品牌荣膺“亚
洲 500最具价值品牌” ,同年被认定为“中国驰名
商标” ,是最具发展潜力的珠宝企业之一 。

为期两天的学术交流会于 10月 25日落下帷
幕 ,与会代表对本届年会的举办给予了充分肯定 ,
并期待来年的再次相聚。

张黎力　报道　　
2009-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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