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bstract: The material known as “Shilin 
Co lou r fu l Jade” ( in Ch inese “Sh i l i n 
Caiyu”) was discovered in Shilin County, 
Kunming, Yunnan, China.  It is so named 
because of its rich colour varieties and 
hard texture. Its general gemm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in particular its mineral 
composit ion and microstructure were 
tested by using a polarizing microscope, 
cathodoluminescence, X- ray powder 
dif fraction, infrared spectrum and UV-
Vis spectrum.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samples are mainly composed of quartz 
minerals and chalcedony, with traces of 
hematite. Iron was found to be dispersed 
throughout some of the quartz grains and 
others contained pyroxe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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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石林彩玉因發現於雲南省昆明市石
林縣且色彩豐富、質地堅硬而得名。本文
通過偏光顯微鏡觀察、陰極發光、X射線
粉晶衍射、紅外光譜、紫外－可見光光譜
測試方法對石林彩玉進行研究，在實驗數
據的基礎之上，具體研究其寶石礦物學特
徵，尤其是對其礦物組成進行了詳細的分
析。實驗結果表明，石林彩玉的主要組成
礦物為石英、玉髓，次要礦物為赤鐵礦。
部分樣品被鐵質侵染或內部含有輝石礦
物。

關鍵詞：石林彩玉；寶石礦物學特徵；礦
物組成

近年來，一些高端玉石資源如翡翠及和田
玉礦床資源日益稀缺，而石英質玉石逐漸
興起，呈現出流行趨勢。最近出現的新品
種－石林彩玉，就是在雲南省石林縣被
發現的。目前國內對石林彩玉的研究比較
匱乏，本文通過系統地研究石林彩玉的寶
石礦物學特徵，旨在提供相關參考資料，
供業內人士和珠寶玉石愛好者了解石林彩
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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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石林彩玉成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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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測試樣品
筆者選取了10塊顏色各異，且具有代表性
的石林彩玉原石樣品（圖2）進行測試研
究，這些樣品絕大多數外觀為半透明－不
透明，顯－隱晶質結構，部分帶有紅、黃
色不透明外皮，內部透明，在同一塊樣品
上可見多種顏色共存，從斷口觀察多為亞
玻璃光澤－玻璃光澤，具“眼”狀構造的
樣品則呈土狀光澤，詳見表1。

表1			石林彩玉樣品的外觀描述
樣品編號 外觀描述
SL1-1 外皮為黃色，內部無色；顯－隱晶質結構；透明；玻璃光澤
SL1-2 外層白色條帶，內部黃色；隱晶質結構；透明；玻璃光澤
SL2-1 墨綠色－白色；顯－隱晶質結構；半透明；亞玻璃光澤
SL2-2 紅色（含石英和鐵質礦物）；顯－隱晶質結構；透明；玻璃光澤
SL3-1 黃紅色調夾雜暗紅色；顯－隱晶質結構；不透明；亞玻璃光澤
SL4-1 淺綠色－白色；顯晶質結構；透明；玻璃光澤
SL5-1 紅色；隱晶質結構；半透明；亞玻璃光澤
SL6-1 灰白相間條紋；顯－隱晶質結構；透明；玻璃光澤
SL8-1 暗紅色；顯－隱晶質結構；半透明；亞玻璃光澤
SL02 磚紅色（具“眼”狀構造）；顯晶質結構；不透明；土狀光澤

圖2	 石林彩玉原石樣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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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樣品SL1-1中的細粒石英（正交偏光） 圖4	 樣品SL3-1中的脈狀石英（單偏光）

2. 測試結果與討論
2.1 顯微觀察
將圖1中的10塊樣品在中國地質大學（北
京）磨片室製成30µm厚的光薄片，對石林
彩玉的礦物組成進行鑑別和分析。偏光顯
微鏡觀察和拍照在中國地質大學（北京）
地球科學與資源學院開放實驗室完成。石
林彩玉的礦物組成主要為細粒、脈狀石英
（圖3）和放射狀玉髓（圖4），石英在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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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鏡下呈現無色，無解理，正低突起，多
呈半自形－他形粒狀，玉髓呈放射狀分佈
在石英周圍（圖5）。

石林彩玉中大部分石英顆粒被鐵質浸染而
呈現淺黃色、紅色或者褐紅色（圖7），
部分樣品的赤鐵礦含量較高。赤鐵礦在偏
光鏡下呈現近圓形的粒狀，大小不等，黑
色，不透明，具深紅色邊緣，SL2-2樣品中
赤鐵礦含量20%~30%（圖8）。

淡綠色的石林彩玉中含有大量的輝石礦
物，偏光鏡下呈柱狀，正高突起，具兩

組近於垂直的解理，干涉色II紫藍-II及橙
黃（圖9），SL4-1樣品中輝石的含量高達
35%~40%。

2.2 陰極發光分析
礦物的陰極發光現象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作
為判斷成分和成因的依據。本次陰極發光
實驗在中國地質大學（北京）珠寶學院完
成，測試樣品為石林彩玉的光薄片。曝光
時間至60s時，樣品中白色礦物發出暗紅色
光，灰色礦物顯示柔和的淺藍色光；被鐵
質侵染的礦物發出紅色光；黑色的金屬礦
物發出橙黃色光，表明樣品中的赤鐵礦已

圖5	 樣品SL1-1中的放射狀玉髓（正交偏光） 圖6	 樣品SL5-1中的石英顆粒被放射狀玉髓包圍
	 （正交偏光）

圖7	 樣品SL2-2中被鐵質浸染的石英（單偏光） 圖8	 樣品SL2-2中的赤鐵礦（單偏光）

圖9	 樣品SL4-1中的輝石礦物（左：單偏光，右：正交偏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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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2	 樣品SL8-1的XRD衍射分析 圖13	 樣品SL1-1的XRD衍射分析

圖11	 樣品SL4-1中的輝石礦物（左：單偏光，右：陰極發光）

圖10	 樣品SL2-2中的赤鐵礦（左：單偏光，右：陰極發光）

經發生了嚴重的碳酸鹽化（圖10）；單偏
鏡下正高突起的輝石礦物發出明亮的藍色
光（圖11）。

2.3 X射線粉晶衍射
X射線粉晶衍射是一種可以用來確定礦物
物相、種類、內部結構特徵的鑑定方法。
實驗分別對SL1-1、SL4-1、SL8-1、SL02
取樣，用瑪瑙研缽研磨至200目的粉末，
測試在中國地質大學（北京）礦物標型

實驗室完成，X射線粉晶衍射分析測試儀
器為BRUKER	D2	PHASER	粉晶衍射儀。
測試條件：銅靶，測試電壓：30KV，測
試電流：10mA，測試速度：0.3s/步長，
2Theta：5°~70°，測試人：董海。樣品
的XRD分析結果顯示，石林彩玉SL8-1紅
色（圖12），SL1-1黃色（圖13）樣品主要
物相為石英；而SL4-1淺綠色樣品主要物相
為輝石，包括少量的硬玉物相（圖14）；
SL02磚紅色的樣品主要物相是石英，其次
含有雲母類礦物物相（圖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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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6	 石林彩玉樣品的紅外反射光譜

圖14	 樣品SL4-1的XRD衍射分析 圖15	 樣品SL02的XRD衍射分析

2.4 紅外光譜儀測試結果分析
紅外光譜實驗在中國地質大學（北京）
珠寶學院進行，測試儀器為BRUKER	
Tensor27傅里葉紅外光譜儀。本次實驗對
10個樣品進行測試，得出數據並用Origin
軟件做出相應的紅外反射光譜圖（圖
16）。

比較可發現：SL4-1樣品與其它樣品的紅外
光譜明顯不同，SL4-1樣品不具有石英在
781cm-1和介於1000~1200cm-1的特徵吸收
峰。故取SL4-1的紅外光譜圖（圖17），如
圖所示，查閱礦物紅外光譜圖集，SL4-1所
示的反射峰為硬玉的特徵峰。

2.5 紫外－可見光光譜分析
紫外－可見光光譜測試在中國地質大學
（北京）珠寶學院完成，測試儀器為UV-

3600紫外可見光分光光度計，得出數據並
用Origin軟件做出10塊樣品的紫外－可見
光光譜圖（圖18，P.95）。

圖17	 樣品SL4-1的紅外光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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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圖可見，樣品SL1-1各波段的反射率均
明顯高於其他樣品，所以對應樣品顏色
最淺，黃色的外皮內部為無色－淺色。
與SL1-1的淺色形成鮮明對比的是SL5-1和
SL2-2樣品在可見光波段相比較其他石林
彩玉樣品呈現出比較接近的低反射率，說
明這兩種樣品對不同波長的可見光的吸收
量是最多的。因此，SL5-1和SL2-2樣品均
呈現出鮮豔的紅色，且內部金屬礦物含量
較多。樣品SL3-1和SL8-1樣品顏色逐級變
深，相對應的各波段反射率也基本逐級變
低。SL4-1樣品在495~510nm對可見光的
反射率急劇增加，因此呈現出綠色調。	
SL8-1樣品在700~750nm有大幅度的突起，
說明對紅光的反射率增加，因此呈現紅色
調。

3. 總結與討論
通過對雲南石林彩玉的寶石礦物學特徵和
成分研究，主要得出以下結論：

1.	 雲南石林彩玉顏色多樣，大部分呈
現不同程度的紅、黃色，部分樣品
呈現與纏絲瑪瑙或宣化戰國紅瑪瑙
接近的外觀，但石林彩玉表面有黃
色皮的樣品，內部卻常常為無色透
明。

2.	 雲南石林彩玉為石英質玉石，其主
要礦物組成是石英和玉髓，次要礦
物主要為赤鐵礦，赤鐵礦呈浸染狀
分佈在石英顆粒之間，分佈不具有
定向性。

3.	 磚紅色的石林彩玉，XRD數據顯示
石英的物相，除此之外還有少量的
雲母類礦物，“眼”的成分未做具
體的研究，根據偏光顯微鏡下的觀
察，初步推測“眼”的成分有可能
是火山碎屑岩。

4.	 顯晶質淺綠色的樣品，內部含有輝
石礦物，這在其他產地的石英質玉
石中較為少見，因此淺綠色含輝石
的樣品是否能夠作為石林彩玉與其
他產地石英質玉石區分的依據，還
有待後續更多樣品的系統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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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8	 石林彩玉樣品的紫外－可見光光譜

 SL1-1  SL1-2  SL02  SL2-1  SL2-2
 SL3-1  SL4-1  SL5-1  SL6-1  SL8-1

95 The Journal of the Gemmological Association of Hong Kongwww.gahk.org/tc/journal.as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