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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曼光譜技術在珠寶檢測中的應用
Application of Raman Spectroscopy  
in Jewellery Testing
廖任慶   郭杰
深圳技師學院珠寶學院
深圳市龍崗區將軍帽路1號，518116
網頁：www.ssti.net.cn  電郵：6147818@qq.com  249921227@qq.com

Abstract: With the vigorous development of the 
gem and jade industry, Raman spectroscopy, 
as a rapid and non-destructive spectral analysis 
technique, has been increasingly widely used in 
recent years. 

This application is attracting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as a tool in jewellery testing. This paper 
starts with the basic law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Raman spectroscopy and analysis, the basic 
influencing factors in Raman spectrum testing. 
The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Raman intensity and 
its application in jewellery testing are discussed, 
giving consideration to Raman peak position, 
Raman peak shift, Raman peak of full width at half 
maximum (FWHM). The article also focuses on the 
application of micro-Raman spectroscopy in the 
study of gemstone inclusions, playing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identification of natural, artificial and 
enhanced gemstones, as well as traceability in the 
origin of gemstones.

Especially given the continuing development and 
research into in-depth gemstone origin traceability, 
it will have a profound impact on future jewellery 
testing and transactions.

Key words: Raman spectroscopy; jeweller y; 
detection; application; Raman peak of full width at 
half maximum (FWHM)

摘要：近年來隨著寶玉石行業的蓬勃發展，拉曼
光譜作為快速、無損波譜分析技術手段，在珠寶
檢測中的應用越來越受到重視。本文深入淺出從
拉曼光譜基本定律和特點入手，分析拉曼光譜測
試的基本影響因素，同時根據拉曼峰位置、拉曼
峰位移、拉曼峰半高寬及拉曼峰強的特點，討論
其珠寶檢測方面的應用。文章還重點討論利用顯
微拉曼光譜技術研究寶石包裹體，對於天然、
人工及優化處理寶石的鑑定及寶石產地的溯源具
有重要作用，尤其隨著寶石產地溯源研究的不斷
發展與深入，對今後珠寶檢測及交易產生深遠影
響。

關鍵詞：拉曼光譜；珠寶；檢測；應用；拉曼峰
半高寬

1	 拉曼光譜技術介紹
1.1	拉曼散射、拉曼光譜的定義

入射光與物質分子間發生散射作用，絕大部分入
射光子和分子之間產生彈性碰撞，無能量交換，
僅改變光子運動方向，這種被稱為瑞利散射。極
少量的入射光子和分子之間產生非彈性碰撞，產
生能量交換，入射光頻率發生了改變，將這種效
應稱為拉曼效應或拉曼散射。由於拉曼散射非常
弱，直到1928年才被印度著名的物理學家拉曼
（圖1）首先發現，其後以他的名字命名該散射
定律。

拉曼光譜是一種非彈性碰撞的散射光譜，是由激
發光的光子與物質晶格中分子、絡陰離子（團）
等發生非彈性碰撞後，改變原有入射光頻率的一
種分子聯合散射光譜。

1.2	影響拉曼光譜測試的因素

1	 激光功率對拉曼譜測試的影響

拉曼散射的強度與入射光的強度成正比。因此，
拉曼光有效信號產生的關鍵是調節激光功率的大
小。但對於有機寶石而言，功率過高則會導致樣
品測試時的損傷。如何判定待測樣品拉曼光譜測
試時所需的最優激光功率，前提條件是樣品未被
激光燒蝕，其拉曼峰位、半峰寬、峰強比例等未
顯著發生變化。

郭杰廖任慶

圖1  
Dr C.V. Raman（1888 – 1970）
拉曼博士（1888 – 1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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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共焦孔徑對拉曼測試的影響

樣品拉曼峰的強度隨共焦孔徑增大而增強。主要
是由於隨著共焦孔徑的遞增，進入檢測器的拉曼
光信號相應增大，拉曼峰的強度也隨之增高。與
此同時，背景噪聲和熒光強度也隨之增大。

3	 拉曼分辨率與光柵大小對拉曼測試的影響

分辨率高低對於相鄰較近的多個譜峰的區分尤為
重要，尤其對於特徵峰出現分裂峰的情況，只有
通過調節光柵大小才能有效顯示出來。例如文石
在700-710 cm-1區段存在分裂峰，採用較大的光柵
則容易顯示出分裂峰。

4	 激發波長對拉曼測試的影響

拉曼散射強度與激發波長的四次方成反比，激發
波長越長拉曼散射光越弱。但並非激發波長越
短，拉曼信號越好，還得考慮熒光干擾。因此
共聚焦顯微拉曼光譜儀一般配有多個激光器，以
便得到最佳的測試效果。常用激光光源的波長
有：紫外波段的244 nm、325 nm，可見波段的 
488 nm、514.5 nm、532 nm、632.8 nm，近紅
外波段的785 nm和1064 nm。例如有些有機寶石
如果採用532 nm激光光源測試，其拉曼信號會
被其熒光湮滅，通過切換其他波長的激光器，如
785 nm激光光源，則可有效避開熒光的干擾。

5	 物鏡倍率對拉曼測試的影響

同一激發波長下，物鏡的數值孔徑(100×/0.90，
50×/0.75，10×/0.25)越大，信號收集角越大，
拉曼光譜信號強度越強，並相應提高其空間分辨
率。但物鏡倍數越高，視野、景深越小。尤其對
於有機寶石，倍率越高對樣品造成表面灼傷可能
性就越大。

2	 拉曼光譜技術在珠寶檢測中的應用
拉曼光譜能提供物質中分子振動頻率、分子配位
體結構及對稱性、分子基團結構單元、離子的有
序—無序佔位與缺位及晶格缺陷等信息，具有指
紋性特性。但並非所有的分子都具拉曼活性，主
要取決於分子在運動過程中某一固定方向上的極
化率的變化。

拉曼光譜是通過拉曼峰位置來確定物質的化學成
分、相態、晶型、官能團及化學計量分析；通過
拉曼峰位移變化來測試應力、溫度、壓力變化，
從而確定物質的相變或型變，類質同象替代；通
過拉曼峰強確定物質濃度及相對濃度、分子取向
性（偏振）；通過拉曼峰半高寬來確定晶體的結
晶度、缺陷及摻雜情況，從而對其結構、質量、
內在缺陷等進行檢測。（圖2）

拉曼光譜技術具有無損、快速、準確、成本低
廉、操作簡單等優點。在寶石檢測領域中可以快
速獲取寶石中成分、晶體結構、分子配位基結構
等信息，從而鑑定寶石的品種及相似品種區分；
在亞微米級的微觀尺度下可無損分析寶石內部包
裹體及寶石內部摻雜物性質，判定寶石天然、人
工及優化處理等方面的屬性，還可更進一步作為
寶石產地判別的重要依據；此外拉曼光譜還兼具
光致發光（PL）功能，可以分析寶石晶體缺陷
及其成因，有助與鑑別天然、合成及優化處理寶
石。拉曼光譜與紅外光譜具有互補性，但拉曼光
譜的信息更豐富（尤其是低波數）、峰更尖銳、
更容易識別，空間分辨率優於紅外。

目前拉曼光譜是珠寶檢測、研究和教學中必不可
少的測試技術之一。

圖2  拉曼譜峰信息來源示意圖
Schematic diagram of information sources of Raman peaks

拉曼位移拉曼峰位

半高寬

強
度

2.1	拉曼峰位在寶石品種鑑定方面的應用

根據拉曼峰位置來確定物質的化學成分、相態、
晶型、官能團及化學計量分析。絕大多數寶石礦
物成分、官能團等可根據基本拉曼峰位置來確
定，進而判定寶石品種，這也是拉曼光譜技術在
珠寶檢測中最為基礎的應用。尤其對於稀有寶石
或新出現的寶石品種，通過拉曼測試分析，再與
國際開源拉曼光譜數據庫RRUFF數據對比，基本
可以確定其種屬。

圖3  鋁硼鋯鈣石的拉曼光譜（532 nm激光源）
Raman spectrum of monetite (laser source 532 n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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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廣西大化出現的黑色軟玉以陽起石為主成
分，與新疆黑青玉（透閃石成分為主）外觀相
似，紅外無法分辨，利用拉曼位移峰再結合結構
水的特徵拉曼峰可有效區分。

3	 拉曼峰半高寬在寶石結晶度方面的應用

拉曼峰半高寬對寶石結晶度具有一定的指示作
用。一般而言，結晶度越高，拉曼峰的半高寬越
窄，峰越強。

1	 二氧化硅類寶石結晶度的區分

對化學成分為二氧化硅的寶玉石而言，從非晶體
的蛋白石到隱晶質集合體再到顯晶質集合體石英
岩玉在到單晶體水晶，結晶程度越高，其對應的
拉曼主峰的半高寬越窄，峰越強。（圖7）

如近幾年市面上出現的稀有寶石品種鋁硼鋯鈣石
和鈣柱石，通過拉曼測試（圖3 ~ 圖4），分析官
能團，再與RRUFF數據庫比對，很容易確定其礦
物種屬，其寶石名稱按照礦物名稱進行命名。如
果建立大量標準寶石品種的拉曼譜圖庫，就可更
快捷、準確地檢索已有數據的寶石品種，大大提
高珠寶檢測效率。

2.2	拉曼峰位移在相變或型變系列 

寶石檢測中的應用

通過拉曼峰位移變化來測試應力、溫度、壓力變
化，從而確定物質的相變或型變，類質同象替
代；寶玉石礦物型變及類質同象替代在寶石礦物
中是非常普遍的現象，如要進行具體細分，拉曼
光譜技術作為無損檢測手段必不可少。

1	 碳酸鹽類寶石礦物的細分

基於碳酸鹽類礦物化學成分規律變化而導致其晶
體結構和拉曼光譜峰位移呈現有規律變化，利用
拉曼光譜很容易區分。如碳酸鹽類礦物因型變而
出現文石、方解石、菱錳礦、菱鎂礦等不同寶石
品種，[CO3]2-基團對稱伸縮振動、面內彎曲振
動和本身礦物晶格振動的拉曼譜峰都有相應的位
移，拉曼光譜能夠準確判斷出位移峰偏離幅度。
（圖5）

2	 透閃石—陽起石質玉類質同象系列的細分

透 閃 石 - 陽 起 石 屬 於 典 型 類 質 同 象 系 列 的 兩
個 端 員 組 分 礦 物 ， 透 閃 石 主 要 化 學 成 為 ：
Ca2Mg5[S i4O11]2(OH)2，而陽起石主要化學成
為：Ca2(Mg,Fe2+)5[Si4O11]2(OH)2，透閃石中陽
離子Mg被Fe2+部分取代，就轉變為陽起石。隨
著Fe2+替代增加，νs(Si-O-Si)拉曼譜峰會向低波數
位移，其次νas(Si-O-Si)、νas(O-Si-O)、νs(O-Si-O)和
M-O、δ(Si-O)振動拉曼峰也會稍微向低波數產生
位移現象。（圖6）

圖4  鈣柱石的拉曼光譜（785 nm激光源）
Raman spectrum of berlinite (laser source 785 n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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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  碳酸鹽類礦物（型變）拉曼光譜圖
Raman spectra of carbonate minerals (mod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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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  透閃石—陽起石質玉（類質同象）拉曼光譜
Tremolite-actinolite jade (isomorphic) Raman spect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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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珍珠、珊瑚、海螺珠和貝殼珠中類胡蘿卜素
的存在，利用拉曼光譜可有效與人工色素染色處
理的樣品區分。其次這些有機寶石顏色的深淺，
與類胡蘿卜素含量高低直接相關，利用拉曼峰峰
強也可進行有效驗證。如在同一測試條件下，紅
珊瑚白色芯部位，拉曼光譜檢測不到類胡蘿卜
素，粉色珊瑚的類胡蘿卜素拉曼峰強較弱，紅珊
瑚的類胡蘿卜素拉曼峰強較強。

圖7  常見二氧化硅質礦物拉曼光譜
Raman spectra of common siliceous minerals

2	 鋯鋯石結晶度高低的判定

天然鋯石常含有放射性元素，隨著時間推移，鋯
石蛻晶化作用的逐漸深化，具有指示意義的拉曼
峰強度趨於弱化，半高寬逐漸加寬，峰位值明顯
地向低波數方向移動。以晶格振動和反對稱伸縮
振動拉曼譜峰變化最為明顯，可視為鋯石蛻晶化
程度的指標之一。（圖8）

4	 拉曼峰強在寶石致色成分濃度判定方面的
應用

通過拉曼峰強一般可以確定物質濃度及相對濃
度、分子取向性（偏振）。有機寶石中的淡水有
核珍珠、紅色和粉紅色珊瑚、粉紅色海螺珠及貝
殼珠等，其顏色主要由類胡蘿卜素引起，類胡蘿
卜素屬於一種類異戊二烯化合物，由尾—尾相連
兩個二十碳構成四十碳分子多母體碳架，由此衍
生出多種不同化合物。其不具有紅外活性，但拉
曼光譜可有效檢測。（圖9~圖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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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8		不同結晶程度鋯石的拉曼光譜
Raman spectra of zircon with different degrees of 
crystalli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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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9  淡水有核養殖珍珠的拉曼光譜
Raman spectrum of freshwater nucleated cultured pearls

圖10  淡水有核養殖珍珠（處理）的拉曼光譜
Raman spectrum of freshwater nucleated cultured pearls 
(tre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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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1  珊瑚拉曼光譜(激光波長532 nm)
Coral Raman spectra (laser wavelength 532 n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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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拉曼光譜在寶石包裹體方面的研究與應用

傳統寶石學意義上的包裹體是指寶石礦物生長過
程中被包裹在晶格缺陷中的原始成礦熔漿，至今
仍存在於寶石礦物中，並與主體礦物有相的界線
物質或結構。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人工及優化
處理寶石的工藝水平越來越高，包裹體研究範疇
逐步擴大人工及優化處理寶石鑑定。而拉曼光譜
對寶石包裹體的研究，有助於了解寶石成礦、人
工及優化處理工藝的物理化學條件，在探討寶石
礦床成因、成礦模式、產地溯源、寶石鑑定、人
工及優化處理工藝改進等方面，提供重要的參考
研究依據。

1	 拉曼光譜在人工寶石包裹體方面的研究與	
應用

(1) 麵包屑狀包體
合成水晶中麵包屑狀包體經拉曼光譜測試判定為
Na、K硅酸鹽，圖譜解析(圖7)，無對應的天然礦
物，應不屬於天然礦物包體範疇，則可作為人工
合成重要判定依據。天然水晶中常見內部的流體
包體，通過拉曼光譜光譜測試，流體包體成分一
般為水與CO2兩相包體。

(2) 助熔劑殘餘
助熔劑法合成寶石，內部助熔劑殘餘有時顯微放
大觀察很難與天然寶石內部的指紋狀、流體包體
區分。通過拉曼光譜測試其內部助熔劑殘餘成
分，則很容易與天然包體區分開，從而判定寶石
人工合成屬性。

2	 拉曼譜在優化處理寶石包裹體方面	
的研究與應用

(1) 流體包體
天然寶石中常包含有多相流體包體，呈面狀、
指紋狀等形態分佈，其形成貫穿整個地質作用

過程。流體包裹體中，CO2以氣態，液態形式存
在，利用顯微拉曼光譜測試，並伴有水的拉曼特
徵峰，能有效證明寶石沒有經過後期人為的熱處
理過程。尤其對紅、藍寶石有燒無燒判定具有重
要指示意義。

(2) 次生熔融體
一般剛玉類寶石經過高溫熱處理，沿裂隙或內部
包裹邊緣容易產生次生熔融體殘留物，其一般為
氣固兩相，也可以殘留CO2氣體。利用拉曼光譜
可檢測出次生熔融體與CO2共存譜峰，屬典型高
溫熱處理證據。但也要與流體包體進行區分，流
體包體一般為兩相或多相，CO2以氣態，液態形
式存在，並常伴有水的拉曼特徵峰。而次生熔融
體為氣固兩相，殘留CO2氣體，拉曼光譜檢測無
水的特徵峰。

(3) 鋯石、斜鋯石
寶石內部的鋯石包裹體向斜鋯石轉化，是熱處
理重要指示證據。鋯石化學成為Z r[S i O4]，在
1300~1500℃範圍內穩定，而在1550~1750℃高
溫條件下，紅、藍寶石中鋯石包裹體易發生熱相
變而向熱穩定性相對較高的斜鋯石轉變，形成由
高溫相斜鋯石的Zr-O振動導致的一組特徵拉曼譜
峰。

剛玉內部高型鋯向斜鋯石轉變，其中間狀態（高
型鋯-斜鋯石共生）可以認為是熱處理證據。放
大觀察，內部包裹體表面具有高溫熔融外觀，拉
曼光譜檢測為純的斜鋯石，則證明經後期高溫處
理，一般為Be擴散處理的有力證據。

(4) 摻雜物
一般經過充填處理寶石，可視為經後期人為將摻
雜物（充填物）混入寶石內部。要與自然形成過
程中充填物區分，拉曼光譜是必不可少的檢測手
段。

充填處理翡翠的充填物一般為環氧樹脂，拉曼光
譜可有效檢測出苯環的特徵峰，如近年來市場上
出現的清代老翡翠，需要合理、有效利用顯微拉
曼光譜進行微區充填位置組分測試，就能有效與
天然翡翠區分開。

充填處理紅寶石一般選用鋁硅酸鹽玻璃或高鉛玻
璃進行充填，放大觀察有時很難與自然形成過程
中後期填充裂隙的硬水鋁石或其他出露表面礦物
包體區分開。利用顯微拉曼光譜進行微區組分測
試，也比較容易分辨。

3	 基於拉曼光譜對寶石包裹體的研究	
在產地溯源方面的應用

由於包裹體的形成貫穿在整個地質作用過程，其
形成貫穿在整個地質作用過程，它記錄並保存地
質作用不同階段的成礦物理化學特徵（溫度、壓

圖12  合成水晶中麵包屑狀包體的拉曼光譜(激光波長 
532 nm)
Raman spectra of breadcrumb inclusions in synthetic 
crystal (laser wavelength 532 n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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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PH、Eh、化學組成、礦化度、同位素組成、
熱動力條件等）及各種地質事件。對包裹體進行
研究有助於了解寶石成礦物理化學條件，為開啟
寶石礦床成因、成礦模式，為探討產地溯源提供
重要參考依據。但寶石產地溯源較為複雜，除用
拉曼技術外，還需要結合其他測試技術綜合研
判。

(1)	 祖母綠包裹體的研究
祖母綠內部包裹體十分豐富，也是最具有產地指
示意義寶石品種。如：巴西祖母綠中的滑石包裹
體，馬達加斯加祖母綠中的石英包裹體，俄羅斯
祖母綠中針管狀透閃石包體，埃塞俄比亞祖母綠
中的片狀雲母包體等，這些內部礦物包裹體可以
利用拉曼光譜有效檢測，從而為產地判定提供依
據。

(2)	 紅寶石包裹體的研究
首先，莫桑比克紅寶石內含團絮狀雲母包裹體，
可以推斷出為區域變質岩型礦床成因，對產地溯
源也起到很重要指示作用。其次，莫桑比克紅寶
石中柱狀角閃石包裹體，拉曼檢測有結構水的特
徵峰存在，證明沒經過熱處理，同時也能指示產
地。再有，莫桑比克紅寶石中金紅石呈點、針、
片狀分佈，可以證實沒有經過高溫熱處理，能與
緬甸的區分。

(3)	 藍寶石包裹體的研究
馬達加斯加紫紅色藍寶石，內含柱狀磷灰石、高
型鋯石包裹體，利用拉曼光譜測試，可推斷其為
區域變質岩型礦床成因，產地屬性明顯。

(4)	 軟玉包裹體的研究
最近廣西大化發現的黑色軟玉，含有黃色金屬包
體，而青海和新疆黑色和軟玉也含有黃色金屬礦
物。金屬礦物包體主要特徵峰集中於400	 cm-1以
下，而珠寶檢測常用的近紅外、中紅外無法分
辨。拉曼光譜可以測試50	cm-1以上譜峰，利用拉
曼光譜容易測定黑色軟玉中的黃色金屬礦物包裹
體。拉曼光譜測試結果顯示廣西大化的金屬礦物
以磁黃鐵礦為主，青海和新疆的金屬礦物以黃鐵
礦為主，以此可作為一條產地判定的重要依據。

3	 小結
綜合上述分析與討論，拉曼光譜技術在珠寶檢測
中應用極為廣泛，具體體現在：

1	 具體拉曼峰位置可以確定寶玉石種屬，建
立標準譜圖數據庫，可有效提高檢測效
率。

2	 拉曼位移峰對於絡陰離子團相同的型變或
相變系列的寶石具有很好的區分效果，並
能進一步研究寶石形成的溫壓條件。

3	 拉曼峰半高寬對寶石結晶度具有重要指示
作用，對於化學成分相同，結晶度不一的
寶石能有效區分。

4	 拉曼峰強對於物質濃度具有一定對比參考
作用，尤其對有機寶石顏色成因判定具有
重要意義。

5	 拉曼光譜在寶石包裹體方面的研究日益受
到重視，對天然寶石、合成及優化處理寶
石的鑑定以及寶石產地溯源方面作用也越
來越重要。

總之，拉曼光譜技術在珠寶檢測方面應用還將不
斷發展與深入，但同時也極需珠寶檢測行業注重
數據積累、分享與交流，用先進的檢測技術手段
為珠寶檢測行業發展做出貢獻。

致謝
首先感謝歐陽秋眉女士及香港珠寶學院提供此次
機會與珠寶檢測業同行進行溝通與交流，其次感
謝同濟大學亓亓利劍教授的熱心幫助與悉心指正，
再次感謝雷尼紹(Renishaw)公司彭昭楓工程師提
供技術幫助與支持，最後感謝所有在專業上指導
與幫助的人。

參考文獻
[1]	 陳超洋、黃偉志、高強、范陸薇、沈錫田•基於拉曼

光譜實驗與密度泛函理論的寶石級紅珊瑚拉曼譜峰
歸屬研究[J]•光譜學與光譜分析，2021，41(1):127-
130

[2]	 熊飛、周小芳、祖恩東	 等•顯微拉曼光譜對幾
種寶石礦物的無損鑑定[J]•雲南地質，2006，
25(02):227-233

[3]	 李淨淨•廣西大化透閃石玉的礦物學特徵及成因研究
[D]•中國地質大學（北京），2020

[4]	 李琂、常亞運•激光拉曼光譜分析在珠寶鑑定中的應
用進展[J]•信息周刊，2019(9):1

[5]	 陳晶晶、羅躍平、王妍•橙紅色硨磲的寶石學特徵
[J]•Journal	of	Gems	&	Gemmology，2021

[6]	 寧珮瑩、張天陽、馬泓	等•紅外光譜-顯微共焦激光
拉曼光譜研究天然紅寶石和藍寶石中含水礦物包裹體
特徵[J]•岩礦測試，2019，38(6)

[7]	 郭正也、韓孝朕、劉學良	等•紅寶石的熱處理以
及光譜學研究[J]•激光與光電子學進展，2015，
52(8):7

[8]	 楊蕭亦、周征宇、戚筱曼	等•淡水有核珍珠拉曼光
譜特徵及致色機理探討[J]•激光與光電子學進展.	
2021(24):506-512

[9]	 高岩、張蓓莉•淡水養殖珍珠的顏色與拉曼光譜的關
係[J]•寶石和寶石學雜誌，2001，3(3)：17-20

[10]	陳志軍、萬世明、呂新彪、王文魁•四川省平武縣
綠柱石中的流體包裹體研究[J]•地質科技情報，
2002(03)

36https://zz1.co/ZBVlZ2022  Volume XLIII35 The Journal of the Gemmological Association of Hong Kong 36https://zz1.co/ccO1I

030-037_C3_5 and a half or 5 pages_V8indd.indd   35030-037_C3_5 and a half or 5 pages_V8indd.indd   35 20/9/2022   下午12:3820/9/2022   下午12:38



2022 ad_full page v4.indd   12022 ad_full page v4.indd   1 30/8/2022   下午4:2330/8/2022   下午4: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