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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石新品种 绿帘石透闪石玉

孙丽华 , 王时麒
(北京大学宝石鉴定中心 , 北京 100871)

摘　要:绿帘石透闪石玉是市场上发现的一新品种 ,主体呈特征的黑绿色和黄绿色 ,商家称其为“青花玉” 。

采用薄片观察 、电子探针 、红外光谱等测试手段 ,对其样品的矿物学 、宝石学 、谱学特征进行了研究 。结果显

示 ,其主要矿物组成为透闪石和绿帘石 , 含有少量的石英 、方解石 、绿泥石 、褐铁矿和榍石等 ,因此 ,将其定名

为“青花玉”不恰当 ,建议定名为“绿帘石透闪石玉” 。其结构致密 ,硬度高 ,是一种较好的玉石材料 ,以特征的

颜色和结构易与其它玉石相区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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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New Species of Jade Epidote-Tremolite Jade

SUN Li-hua , WANG Shi-q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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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Epidote-t remolite jade called “Qinghua jade”by sel le rs is a new species in the mar-

ket , and its main colour is blackish green o r yellow ish g reen.The mineralogical , gemmolog i-

cal and spect ral characteristics o f this kind o f jade is studied by using the slice obse rv ation , e-

lect ron microprobe and inf rared spect rum .T he resul ts indicate that the main mineral compo-

nents of the jade are epidote and tremo li te , and the auxiliary mineral components are quartz ,

calci te , chlorite , limonite and sphene.So“Qinghua jade” is not the appropriate name fo r the

jade and it is suggested that it should be named “epido te-t remolite jade” , which is a kind of

good jade material because of i ts compact st ructure and high hardness and could be easi ly dis-

tinguished from the othe r jades through the dist inct features o f the colour and st 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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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来 ,在市场上发现了一种新玉石 ,呈美丽的

黄绿色斑块与黑绿色条带相间的花纹(图版Ⅳ-1),

常与青玉 、白玉等品种的软玉摆在一起出售 。据

商家称 ,其为新疆软玉中“青花玉”的一种。“青花

玉”是近几年提出的和田玉的一种新名称 ,指在白

色 、青白色 、灰白色或青色的底色上夹杂有云片

状 、星点状或条带状石墨形成的黑色斑块的软

玉[ 1] 。此新玉石中的青色花块与“青花玉”的名字

形象相似 ,但“青花玉”中并无此品种 ,且目前对此

种玉石也无相关的研究资料 ,因此 ,笔者采集样品

对其进行了薄片观察 、电子探针 、红外光谱和常规

宝石学特征测试。

1　宝石学特征

肉眼观察 ,此种玉石具有非常特征的颜色 ,总

体上颜色丰富 ,主色为黑绿色和黄绿色 ,夹杂其它

少量灰色 、红褐色等;玻璃光泽 ,不透明 —微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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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折射率的大小受矿物组成的影响 ,不同部位的

折射率值有较大的差异 ,黄绿色部分的折射率为

1.71 ～ 1.73(点测法), 黑绿色部分的为 1.61 ～

1.63;在紫外荧光下呈惰性;其密度因矿物组成的

质量分数不同而各有差异 , 大致集中在 3.14 ～

3.20 g/cm
3
范围 。

2　薄片分析

选取样品切磨成薄片 ,在 Nikon ECLIPSE

LV100PO L 偏光显微镜下对其进行了观察。结

果显示 ,其主要矿物为:(1)角闪石　在单偏光下

呈无色 ,纤维状 ,正中突起;在正交偏光下斜消光 ,

干涉色为二级蓝 —蓝绿;其质量分数约为 60%。

按照矿物间的相互关系和组合排列方式特点 ,此

种玉石中的角闪石结构可分为两种类型:a.毛毡

状纤维交织结构(图 1)　闪石呈纤维状 ,颗粒非

常细小 ,粒度<0.1 mm ,较均匀 ,在偏光显微镜下

无法分清其界线 ,犹如绒毛相互交织而成的毡毯

一样 ,非常均匀地无定向密集分布;b.束状结构

(图1)　闪石呈纤维状聚集成束状 ,纤维长度可达

10 mm ,可见斜消光现象[ 2] ;(2)绿帘石(图 2)　在

单偏光下呈淡黄色 ,正高突起 ,晶形为柱状 、短柱

状 ,粒度为 0.05 ～ 1.00 mm;在正交偏光下呈鲜艳

的二 三级干涉色 ,柱状切面近平行消光 ,其它切

面为斜消光;其质量分数约为40%。

图 1 　角闪石的毛毡状纤维交织结构和束状结构

F ig.1　Felted fibrous inte rlo cking and sheaflike

tex tures of hornblende

图 2　绿帘石 　+

Fig.2　Epidote　+

样品中的次要矿物(图 3)为:(1)石英(图

3a)　呈细粒脉状 ,粒度为 0.025 ～ 0.100 mm ;在

单偏光下呈无色 ,表面光滑 ,正低突起 ,无解理;在

正交偏光下最高干涉色为一级黄白;(2)碳酸盐

(图 3b)　呈细粒脉状 ,粒度为 0.05 ～ 0.30 mm;

在正交偏光下干涉色为高级白 ,有晕彩;(3)褐铁

矿(图 3c)　在薄片中偶尔可见 ,黑色 ,不透明 ,呈

浸染状分布;在反射光下呈褐色 ,不具金属光泽;

(4)绿泥石(图 3d)　在薄片中偶尔可见 ,呈不规

则片状 ,为角闪石的蚀变产物;在单偏光下具明显

的绿色—淡黄色多色性;在正交偏光下干涉色为

图 3 　样品中的次要矿物

Fig.3　Auxiliary minerals in sample

a.石英　+;b.碳酸盐　+;c.褐铁矿　+;

d.绿泥石　-;e.榍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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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样品的电子探针定量分析结果

Table 1　Quantitative analy sis re sults o f sample s by electron micr oprobe w B/ %　　

Comm ent M nO Na2O MgO K 2O Cr2O 3 SiO2 Al2O 3 CaO TiO 2 NiO FeOT T otal 矿物名称

S-1.1 0.00 0.01 0.03 0.00 0.05 38.08 23.79 23.46 0.00 0.00 11.35 96.77 绿帘石

S-1.2 0.23 0.04 0.42 0.02 0.00 0.04 0.02 57.00 0.00 0.04 0.25 58.06 方解石

S-2.1 0.00 0.00 0.01 0.00 0.05 38.20 25.47 23.66 0.04 0.09 9.32 96.84 绿帘石

S-3.1 0.12 0.10 21.83 0.04 0.00 58.44 0.82 12.90 0.14 0.00 4.04 98.44 角闪石

S-4.1 0.07 0.12 21.68 0.04 0.00 58.13 0.85 12.98 0.08 0.00 4.47 98.42 角闪石

S-5.1 0.00 0.00 0.03 0.00 0.00 30.01 1.27 27.92 39.94 0.00 1.57 100.74 榍　石

　　测试单位:北京大学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电子探针实验室;测试人:王长秋

一级灰;(5)榍石(图 3e)　在薄片中少见;在单偏

光下为淡褐色 ,可见特征的菱形切面 ,极高突起;

在正交偏光下干涉色为高级白[ 3] 。

根据矿物的接触交代和脉体的穿插关系等 ,

可将矿物的生成时间分为 3 个阶段:第一阶段为

角闪石和绿帘石;第二阶段为石英脉 、碳酸盐脉穿

插;第三阶段为绿泥石化 。

3　电子探针

采用北京大学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电子探针

实验室提供的 JXA-8100电子探针对样品进行了分

析。分析条件:加速电压为 15 kV;束流为 1×10-8

A;束斑为 1μm;修正方法为PRZ;标准样品为美国

SPI公司的 53种矿物。应用 Minpet 2.02 软件对

电子探针测试数据进行了分析 ,得出了矿物名称

(表1)。利用Minpet 2.02软件对角闪石进行了种

属划分 ,投影点落在 tremolite(透闪石)区域内 ,接

近于 actinolite(阳起石)区域(图 4)
[ 4]

,这与此种玉

石中的角闪石呈现黑绿色相一致。

图 4　角闪石的分类图
[ 4]

Fig.4　Classification chart o f ho rnblende

4　红外光谱

采用德国布鲁克光谱仪器公司生产的 Tensor

27型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仪分别测试了样品的黄

绿色部分和黑绿色部分 。结果显示 ,黄绿色部分为

绿帘石(图 5a),黑绿色部分为角闪石(图 5b),与上

述的薄片观察和电子探针分析结果相一致。

图 5 　样品中黄绿色部分(a)和

黑绿色部分(b)的红外光谱

Fig.5　I nfr ared spectra o f kelly pa rt(a)and

blackish g reen par t(b)of samples

5　结论

1.此种玉石具有非常特征的黑绿色和黄绿

色 ,与其它玉石不易混淆;由于其主要矿物组成为

透闪石和绿帘石 ,且其质量分数几乎相当 ,因此 ,

许多宝石学数据介于软玉和绿帘石之间;其结构

致密 ,韧性大 , 磨光性好 ,硬度也较大 ,适宜加工

成首饰 ,目前市面上以手镯为主。

2.商家称此种玉为“青花玉” ,但其主要矿物

组成与“青花玉”的主要矿物组成为透闪石
[ 5]
不

符 ,因此 ,将此种玉命名为“青花玉”不恰当。

3.综合薄片观察 、电子探针和红外光谱测试

得出 ,此种玉石中黄绿色部分的矿物组成为绿帘

石 ,其间穿插的黑绿色部分为透闪石 ,并含有少量

其它矿物 ,如石英 、褐铁矿 、绿泥石 、方解石和榍石

(下转第 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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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由此 ,作为一种早期的近似 ,笔者认为 ,可采

用二级递进的方法来建立我国的彩色宝石品质分

级体系 ,即先以净度和透明度为首要分级门槛 ,结

合颜色分级 、品质与切工分级建立宝石级别和时

尚首饰级别两种类型的分级方案 ,以解决不同价

值类型彩色宝石在品质分级过程中面对的矛盾 ,

满足具有不同价值彩色宝石的分级要求 ,最大程

度地促进我国彩色宝石市场的发展 ,并在国际彩

色宝石分级标准的制定上走出中国的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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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371 nm 的强吸收峰;桂林水热法合成祖母绿

样品的主要致色元素为 Cr和 V ,天然祖母绿的致

色元素为 Cr ,Fe和 V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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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透闪石的质量分数约为 60%,绿帘石的约为

40%,因此 ,建议其定名为“绿帘石透闪石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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