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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ock Crystal from the East China
Sea has become popular again recently.
This is due to the crystal druse geode it
forms at its centre, which resembles the pot
of treasure often found in Chinese legends.
Similar crystal core geode structures are
also found in southern red agate. The
author investigated some pieces of southern
red agate from Liangshan, Sichuan to
analyse the structure of the crystal geodes.
Gemmological investigations, including
S E M ( s c a n n i n g e l e c t ro n m i c ro s c o py )
and dif ferential thermal analysis, etc
were conducted to examine the sample
materials.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
process of formation of the crystal geode
structure is prolonged due to changes in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temperature and/or
material solution concentration). This allows
enough time for the crystallization of silica.
The crystal geode appears during the early
agate formation. If the environment reverts
to its previous state, chalcedony will appear.
Keywords: Southern red agate, crystal
geode, granular structure
摘要：近期，東海水晶因為“聚寶盆”種
類的興起再次引起人們的關注，其中央可
見密集水晶晶簇，玲瓏剔透，令人喜愛，
而在南紅瑪瑙中，也有類似的形態－水晶
芯結構，故作者選定四川涼山南紅瑪瑙，
採用常規寶石學測試手段，並結合掃描電
鏡與差熱分析等測試分析方法，對水晶芯
結構成因進行研究。結果表明，形成水晶
芯結構的過程是反覆的，只要外界環境發
生變化（溫度或/和溶液濃度），導致二
氧化矽結晶時間增長，則就會在早期形成
瑪瑙基礎上，形成水晶芯，若環境恢復到
之前的狀態，便又會結晶形成玉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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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南紅瑪瑙；水晶芯；粒狀結構；
成因
南紅瑪瑙之名與產地有關，也是近十多年
才出現的，是對產自我國西南部一種色澤
艷麗的紅瑪瑙的統稱，其最初開採於雲南
保山，最早被世人關注與研究。保山南
紅瑪瑙雖然多裂，但仍被認為是好品質南
紅瑪瑙的代表，該產地南紅水晶芯較為少
見。而近期發現的四川涼山南紅瑪瑙，其
少裂且完整度好，但部分礦區所產南紅存
在著大量水晶芯現象。具完整水晶芯結構
的瑪瑙在我國東海水晶市場上被稱為“聚
寶盆”而受到消費者的青睞，價格高於普

a. 雲南保山南紅瑪瑙

b. 四川涼山南紅瑪瑙
圖1 兩個產地的南紅瑪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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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水晶芯”樣品

通的瑪瑙，但南紅瑪瑙中若有水晶芯則被
視為缺陷，價格會下跌。曾有國內學者系
統地研究了四川涼山南紅瑪瑙的寶石學特
徵及顏色成因，但其中涉及水晶芯結構的
研究很少，故本文選擇四川涼山南紅瑪瑙
中特殊結構－水晶芯進行研究。

1. 四川涼山南紅樣品的形態特徵及
顯微結構
1.1 樣品選擇
樣品採自四川省美姑縣洛莫依達鄉（彝族
名），即聯合鄉（漢族名）。採樣勘查區
位於大涼山山脈中段，美姑縣城180°方
向，平距約25km處。南紅瑪瑙聯合料以透
明度較好，淺紅~橙紅~紅色，並常含有無
色透明水晶芯為特點。本文選擇三塊含有
水晶芯結構的四川涼山聯合料南紅瑪瑙作
為研究對象（見圖2），分別編號為H2、
H3、H4。H2可見靠近外皮層條帶中心紅
色呈同心圓狀，紅白條帶交互出現，過渡
為水晶層，間隔淺紅色瑪瑙層，中心為黃
色水晶芯摻雜黑色脈狀，有明顯顆粒感；
H3中央可見水晶芯，外有紅色瑪瑙層，
裂隙發育且不具有方向性；H4呈渾圓狀，
深紅色和白色條帶相間分佈，中心夾帶岩
石、水晶芯，偏油脂光澤，半透明，裂隙
少。

1.2 寶石學特徵
樣品以白色及不同色調紅色為主，多成條
帶狀，可見黑色細脈狀分佈，偶見淡黃
色，近無色。玻璃光澤，帶有薄皮殼部分
顯示為不透明，其餘呈半透明，摩氏硬度
6~7，小刀無法劃動，長短波下紫外熒光
均顯示惰性，相對密度為2.65g/cm3（靜水
稱重法測得）。
1.3 南紅瑪瑙樣品顯微觀察
偏光顯微鏡下的觀察是在中國地質大學
（北京）珠寶學院實驗室內完成。可見水
晶芯區域呈現他形或半自形粒狀，顆粒大
小不均；瑪瑙區域多為放射狀分佈，依周
圍環境變化，結晶條件發生改變，可見顯
微粒狀集合體、顯微叢狀集合體，即纖維
狀（長短粗細不同）、細粒狀，也常呈隱
晶質。
H2樣品中可見多個同心環狀條帶，或獨立
或重疊。如圖3所示，多層細窄帶—寬帶—
密集點狀物—無密集點狀物—細窄帶—
無，其對應不同的結晶程度的變化：他形
或半自形粒狀聚集—細纖維狀/細粒狀—
粗纖維狀—細纖維狀—細粒狀。
偏光鏡下淺色部分對應細粒狀結晶或細纖
維狀結晶，而深色部分或密集點狀物部分
對應粗纖維狀結晶。不難推斷，這是由於
細長顆粒較粗顆粒而言，排列更加緊密，

圖3 樣品H2同心環狀條帶（左：單偏光下；右：正交偏光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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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樣品H2同心環狀條帶細節圖（左：單偏光下；右：正交偏光下）

圖5 樣品H2相鄰扇形結合面（正交偏光）

圖6 樣品H2條帶轉折部位與接觸面（正交偏光）

圖7 樣品H2玉髓區域向水晶芯區域過渡
（正交偏光）

圖8 樣品H3水晶芯結構（正交偏光）

也更易形成排列方式一致的情況，故透光
率更高，透明度也相應更高。

觀察樣品H3水晶芯區域（如圖8），單偏
光下的薄片多呈無色，表面光滑，無解
理，正低突起。在正交偏光下，最高干涉
色為一級黃白，明顯可見其結晶形態由外
向內變化明顯：外部呈粒狀，顆粒小，呈
他形，尚處於玉髓部分短纖維狀向水晶部
分過渡階段，而越向內部生長，結晶顆粒
越大，呈他形粒狀，說明其結晶時間越來
越充分，結晶程度越來越趨完整。

在正交偏光下，扇形條帶狀集合體顯示出
不均勻的消光現象以及纖維形態韻律性變
化，這與其內部結構的不均勻密切相關，
當消光位與纖維狀結晶呈同一方向或基本
一致時，產生消光現象，其他位置纖維狀
結晶顆粒不產生消光。在轉動薄片時，似
蛇形消光，可能是受應力作用而出現的波
狀消光。
在樣品H2中還可見相鄰扇形條帶間呈現規
則兩面或三面接觸面（如圖5），這種情
況當自孔洞壁或斷裂壁向內生長時最為常
見，推斷是由於在生長過程後期，生長空
間不足，導致晶粒相互覆蓋所致。此外，
還可見環帶結構彎折處出現垂直環帶的直
線狀分界線（如圖6），這與南紅瑪瑙裂隙
較發育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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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掃描電鏡下觀察南紅瑪瑙水晶芯結構
掃描電鏡實驗在中國地質大學測試樓電鏡
實驗室及逸夫樓電鏡實驗室內進行。儀
器編號為J S M-I T300，日本製造，供電電
壓交流電~100V，負載電流13安培，功率
1.3KVA，頻率50或60赫茲。
放大樣品H4條帶區域及水晶芯區域進行
觀察，可見條帶區域部分主要為層片狀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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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9 樣品H4條帶與水晶芯結構過渡區域
圖10 樣品H2條帶與水晶芯結構過渡區域
（測試單位：中國地質大學（北京）逸夫樓實驗中心；測試人：張歡，金芯羽）

圖11

樣品H2水晶芯區域微觀結構
圖12 樣品H2水晶芯區域背散射圖像
（測試單位：中國地質大學（北京）材料學院實驗室；測試人：張歡，金芯羽）

構，而水晶芯區域主要為球粒狀結構，局
部可見短板狀區域向球粒狀區域過渡態
（如圖9左）。而樣品H2也可見左右側結
晶情況明顯不同（如圖9右），左側呈粒度
大小不同的球粒狀結構，越近表面粒度越
大，右側呈層片狀，表面附著一些細小球
粒狀結晶顆粒，大部分均勻光滑似流體。
對過渡區域進行能譜測試，除S i、O元素
外，還發現稀土元素Ce及Fe、Ca、Mg、C
等元素。

拋光面上同一直線上連續6點，包括黑色、
紅色、透明、白色及他們分別過渡的區
域，除H4-1黑色岩芯區域吸收譜峰特殊，
未查明對應礦物標準拉曼譜圖外，其餘區
域存在共同的譜峰，126c m -1、206c m -1以
及464c m -1 等等，對應石英的標準拉曼譜
圖。在501c m -1 附近見微弱吸收譜峰，其
對應斜矽石中主要的對稱伸縮彎曲，與
464cm-1處α－石英相區別，證明此處仍有
斜矽石殘留，未轉化為α－石英。

縮小放大倍數，樣品H2表面平滑，見大量
孔洞，推測這可能是瑪瑙形成過程中，內
部自由水蒸發所致。另外，背散射圖像十
分均勻，呈淺灰色，指示礦物種類單一，
偶見一些黑色白色點狀物，說明其相對原
子質量或大或小於二氧化矽，顏色越深，
指示相對原子質量越大，而顏色越淺，指
示相對原子質量越小。

H4-1
H4-4

H4-2
H4-5

H4-3
H4-6

2. 四川涼山南紅樣品礦物組成分析
2.1 激光拉曼光譜
拉曼光譜是一種散射光譜，利用激光照射
樣品，通過檢測散射譜峰的拉曼位移及其
強度獲取物質分子振動－轉動信息的一種
光譜分析法。拉曼光譜測試在國家珠寶玉
石質量監督檢測中心進行。選取了樣品H4
2017 Volume XXXVIII

圖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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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紅瑪瑙樣品H4不同區域的拉曼光譜
（測試單位：國家珠寶玉石質量監督檢測中
心；測試人：張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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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可知，H2-1、H2-2、H2-3三點包含元
素豐富，除主要礦物成分為SiO2（其含量
高達99％之多）外，還有N a、M g、A l、
F、K、Ca、P、Ba、Fe、Mn、Ti、Ni及
一些稀土元素存在。其中，Na、Al、Ca、
Fe、Cr、Ba的含量依次增加，在水晶芯區
域含量最少，而在紅色區域含量最多。值
得注意的是，Al在水晶芯結晶區域內含量
為0，而隨著纖維狀結晶的出現及結晶變
粗，含量逐漸增加，曾有學者提出，Al元
素對SiO2的結晶起到催化作用，當Al元素
濃度減少時，SiO2的結晶速度逐漸放慢，
並更傾向於形成粗晶石英，測試結果可以
很好地證明這一觀點。而H4-1白色條帶
處，SiO2依舊是主要含量，其次存在Na、
Mg、Al、K、Ca、Ba、Ti、Cr等離子，除
Ti、Ba、Mg元素含量有所增加，其餘元素
含量有所減少，推測其與隨後形成的水晶
芯的顆粒大小相關，H4-1之後形成的水晶
芯顆粒較大，而H2-2之後形成的較小，推

2.2 電子探針
本次實驗在中國地質科學院礦產資源研究
所電子探針實驗室內進行，儀器型號為
JXA-8230，在室溫23.0℃下，對薄片進行
實驗。保持薄片表面平整潔淨，用碳素筆
在薄片上圈定分析位置，以便在探針下查
找，但在圈定時不能用手指觸摸薄片表
面，以免影響實驗結果，造成誤差。圈定
位置後將薄片交給實驗室人員，進行噴碳
處理。分析前，告知分析礦物的礦物種屬
和元素種類。電子探針儀分析的總量誤差
為±2%，數據重複率為90-95%。
確定分析點位置時要注意：1.在
400~600×C O M P圖像下，確保所分析點
附近襯度均勻；2.在光學圖像中，聚焦至
十字交線清晰，交點附近無坑洼或污物；
3.一般電子束斑直徑為5µm，激發範圍應
該在10µm左右，所以，小於10µm的礦物
應該慎重。基於以上，選定樣品H2、樣品
H4下圖位置進行分析打點，共六個點。

圖14

正交偏光下樣品選點的位置圖（左：樣品H2；右：樣品H4）

1 選定點的電子探針實驗結果
No.
Comment
Na2O
MgO
Al2O3
F
K2O
CaO
SiO2
P2O5
BaO
FeO
MnO
TiO2
NiO
La2O3
Ce2O3
Cr2O3
SrO
C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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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H2-1
0.12
0
0
0.10
0
0
99.53
0.03
0
0.02
0
0
0
0
0
0
0
0

2
H2-2
0.06
0
0.05
0
0.02
0.02
99.3
0.02
0.01
0.05
0
0
0.03
0.03
1.00
0.02
0
0

3
H2-3
0.07
0.01
0.06
0
0.01
0.04
99.74
0
0.04
0.09
0.01
0
0.05
0
0
0.03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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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H4-1
0.03
0.01
0.01
0
0.02
0.01
99.45
0
0.04
0
0
0.04
0
0
0
0.01
0
0

5
H4-2
0.60
5.03
15.18
0
3.57
0.21
32.41
0.03
0.19
22.76
0.11
1.78
0
0
0.04
0.15
0.03
0.03

6
H4-3
0.28
0
0.28
0.01
0.05
0.07
1.11
0.02
51.99
0
0.02
0
0
0
31.50
0
4.82
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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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是由於H4-1所含雜質元素較少，較少地
對SiO2結晶做出干擾，使其有充分時間結
晶出更大顆粒。
在圍岩中選點發現，S i O 2 的含量驟減到
1%，B a為主要成分，其含量高達51%，
Ce高達31%、Sr達到4%，推測為重晶石被
石英交代，在水晶由外向內形成過程中，
部分的重晶石被石英所交代，但由於二氧
化矽原料供給缺失，熱液組分不支持其
繼續結晶出水晶芯，故保留部分重晶石圍
岩。
2.3 差熱分析
選取樣品H3中水晶芯區域、瑪瑙區域分
別磨成粉末進行實驗，差熱實驗在中國地
質大學珠寶學院實驗室內進行，使用設
備為D T G-60(H)，測試溫度從室溫升至
900℃，升溫速率10℃/min。

物，本文中樣品粉末的重量變化均因失水
所致。

3. 分析與結論
（1） 四川涼山南紅瑪瑙往往優先結晶出
粗、細纖維狀玉髓，若之後環境發
生改變，導致溫度升高或二氧化矽
基質濃度降低，使得結晶時間增
長，晶核的數目減少，有利於單晶
的產生，出現水晶芯結構。水晶芯
區域越向內部生長，結晶顆粒越
大，說明其結晶時間越來越充分，
結晶程度越來越完全。
（2） 水晶芯區域呈球粒狀結晶顆粒，排
列方式規律，緻密度高，常發育孔
洞，以上導致透光率高；條帶對應
層片狀、鱗片狀結晶顆粒，堆積方
式不規律，常呈起伏態，導致透光
率相對較低。二者過渡明顯，顏色
不同，結晶狀態驟變，推斷兩者為
不同期次二氧化矽熱液析出結晶而
成，處於不同世代。
（3） 在室溫至800℃，玉髓的失水量高於
水晶芯，200℃後失水速率也更高。

圖15

樣品H3的玉髓區域及水晶芯區域的差熱曲線
（Y S代表玉髓差熱曲線，S J X代表水晶芯差
熱曲線）

如圖15所示：
（1） 水 晶 芯 區 域 先 於 玉 髓 區 域 開 始 失
水，但總體而言，玉髓失水更多。
（2） 室溫至200℃：玉髓重量無變化；水
晶芯最初失重由自由水失去引起，
失去約2%左右。
（3） 200℃至800℃：玉髓開始失重，最
終緩慢失重6%；水晶芯失重2.7%。
由結構水的失去引起。

（4） 四川涼山南紅瑪瑙的原生礦床與早
期二疊紀玄武岩的形成有關，岩漿
為大陸噴發，杏仁狀、氣孔狀發
育，矽質熱液充填其中，無大型構
造通過，地層產狀穩定，保證了其
局部區域有足夠長時間完成結晶，
增加水晶芯結構出現的可能；雲南
保山南紅瑪瑙礦區位於岡瓦納古陸
與歐亞古陸強烈碰撞的地帶，岩漿
活動強烈，在古生代有較強的基性
火山活動，且多為岩漿上湧再外洩
地表流淌而成，故結晶時間較短，
導致水晶芯結構少見，裂隙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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