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he Gem and Jewelry 
Institute of Thailand 
(Public Organization) or GIT 
launches a new image committing 
to “Creating Trust and Excellence” 
for gem and jewelry industry. The 
new logo reflects corporate’s 
credibility, agility and easy to be 
recognized. The main emblem of 
the logo is a diamond shape, which 
depicts sparkling, wisdom, and 
brightness. The six diamond shapes 
are arranged in a wave pattern to 
conveys the dynamic that will propel 
gem and jewelry industry sector 
forward.

1.

2. 4. 6.

3. 5. 7.

Gem and Jewelry 
Testing 
Laboratory

Precious Metals 
Testing Laborator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Consultancy Center

Training Center

Knowledge Center

Buy With confidence 
(BWC)

www.git.or.th

R & D in Database 
& Marketing

Design Concept

6 Missions

Center of
Collaboration

Analyze, Examine 
Classify & Standardize

Institution &
Laboratory

Build Confidence 
& Quality Assurance

Potential Support for
People & Industry

2022 ad_full page v4.indd   62022 ad_full page v4.indd   6 30/8/2022   下午2:0630/8/2022   下午2:06



中國雙鴨山石榴石
寶石學特徵研究
Gemm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Garnet from Shuangyashan  
China
劉峻宇   何雪梅   鮑爾郭樂
中國地質大學（北京）珠寶學院，北京100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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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In th is paper, f i ve garnets f rom 
Shuangyashan, Heilongjiang Province, China were 
selected for testing by microscopic amplification 
observation, infrared spectrum, UV-Vis spectrum 
and X-ray fluorescence spectrum.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samples were relatively clean, with 
no obvious inclusions and the samples showed 
abnormal extinction. The characteristic infrared 
peak was located between pyrope garnet and 
almandine garnet, while the characteristic peak 
was missing in the range of 620cm-1 ~ 640cm-1,  
indicating that the samples contained both 
pyrope garnet and almandine garnet. The X-ray 
fluorescence spectrum test confirmed that the 
sample contained magnesium aluminum garnet 
and iron aluminum garnet, and the percentage 
of magnesium aluminum garnet was high. The 
Fe content was high and the Cr content was low, 
resulting in the colour of the sample being very 
dark. The UV spectrum showed that there was 
Cr absorption in the sample, and a weak “iron 
aluminum window” absorption pattern was also 
visible. The samples were coloured by both Fe and 
Cr. Raman spectra showed characteristic peaks of 
Si—Ostr stretching vibration of magnesium alumina 
garnet at 858 cm-1, 914 cm-1 and 1046 cm-1.

Key words: magnesium alumina garnet, infrared 
spectrum/spectra, ultraviolet spectrum/spectra, 
X-ray fluorescence spectrum/spectra

摘要：本文選取了5顆產自黑龍江雙鴨山的石榴
石（又稱：石榴子石、柘榴石），對其進行了顯
微放大觀察、紅外光譜測試、紫外可見光光譜測
試、X射線熒光光譜測試。測試結果表明：樣品
內部較為純淨，無明顯包裹體，可見異常消光現
象。其紅外特徵峰值位於鎂鋁榴石和鐵鋁榴石之
間，在620cm-1~640cm-1範圍內出現特徵峰缺失，
表明樣品中同時存在鎂鋁榴石和鐵鋁榴石。X射
線熒光光譜測試印證了樣品中含有鎂鋁榴石和鐵
鋁榴石，且鎂鋁榴石含量較高。其Fe含量較高，
Cr含量較低，導致樣品顏色過深過暗。紫外光譜
顯示樣品存在Cr的吸收，同時可見微弱的“鐵鋁

窗”吸收樣式，樣品由Fe和Cr共同致色。拉曼光
譜顯示樣品可見858cm-1、914cm-1和1046cm-1處
的鎂鋁榴石Si—OStr伸縮振動的特徵峰。

關鍵詞：鎂鋁榴石、紅外光譜、紫外光譜、X射
線熒光光譜

石榴石作為一種具有很多顏色的寶石品種，一直
以來都受到廣大消費者的喜愛。其中比較著名
的品種有：“芬達石”、“沙弗萊”、“翠榴
石”、等等。其國內外產地也有很多，如：馬達
加斯加、巴西、斯里蘭卡等等。國內的產地包括
新疆、廣東、黑龍江等地[1]。石榴石的化學通式
為A3B2[SiO4]3，其中A位置可存在Ca2+、Mg2+、
Fe2+、Mn2+等二價陽離子。而B位置可存在Al3+、
Fe3+、Cr3+等三價陽離子。由於組成元素的組合較
多，所以石榴石具有很多亞種。根據其成分特點
大致可分為兩個大類：鋁系列和鈣系列。其中鋁
系列包括：鎂鋁榴石、鐵鋁榴石和錳鋁榴石。鈣
系列包括：鈣鋁榴石、鈣鐵榴石和鈣鉻榴石。本
文對中國黑龍江雙鴨山地區的石榴石進行了寶石
學及譜學特徵分析，豐富了雙鴨山地區石榴石的
研究資料，了解了其成分及顏色成因。

1	 實驗樣品及測試手段
本文選取了5顆黑龍江省雙鴨山產的石榴石，分
別編號為SYS1~5。其顏色在自然光下呈深暗紅
色，樣品圖如圖1所示。樣品的直徑均在15mm左
右，無晶形。

顯微放大觀察、紅外光譜測試、X射線熒光光譜
測試、紫外光譜測試及拉曼光譜測試均在中國地
質大學（北京）珠寶學院寶石研究實驗室完成。

鮑爾郭樂何雪梅劉峻宇

圖1  樣品圖 Testing samples

38https://zz1.co/ZBVlZ2022  Volume XLIIIPB The Journal of the Gemmological Association of Hong Kong 38https://zz1.co/ccO1I

038-044_C1_3 and a half pages_9.5 pt_V6.indd   38038-044_C1_3 and a half pages_9.5 pt_V6.indd   38 18/9/2022   下午3:5118/9/2022   下午3:51



偏光顯微放大觀察使用的儀器為Olympus-1600型
透反兩用偏光顯微鏡。

紅外光譜測試儀器為Tenstor 27傅里葉變換紅
外光譜儀。電壓範圍：210~230V；頻率範圍：
50~60Hz；譜區範圍：400cm-1~2000cm-1。

X射線熒光光譜測試儀器為用EDX 7000型X射線
熒光光譜儀。測試環境為真空環境；電壓50kV；
30%DT；准直器3mm。

紫外-可見光吸收光譜測試儀器為UV-3600紫外可
見光分光光度計。波長範圍為200~1000nm；採
樣間隔1.0s；掃描速度高。

拉曼光譜測試所用儀器為HR-Evolut ion顯微拉
曼光譜儀。激發光源波長為532n m，輸出功率
100%，累計掃描時間1~2s,激光束斑直徑約1微
米。掃描時間30s，疊加3次，採用共聚焦模式，
激光束斑直徑為20μm，激光輸出功率為5mW。

2	 測試結果與分析
2.1	常規寶石學特徵

首先採用常規手段測試了樣品的寶石學特徵，包
括樣品的顏色、光澤、透明度、折射率、比重及
發光性，測試結果如表1所示。

2.2	顯微放大觀察

本文的樣品在自然反射光下呈深暗紅色，對每個
樣品的兩側進行打磨拋光，形成兩個平行的平
面，方便在透射光下進行顯微放大觀察。樣品的
顯微放大圖如圖2所示。可見樣品並無肉眼可見
的包裹體，樣品內部較為純淨。

將樣品放在偏光顯微鏡下觀察其消光特徵，如
圖3所示。由於石榴石是均質體，在正交偏光鏡
下旋轉360°應為全暗現象。但樣品內部存在應
力，產生了異常消光現象，如圖3b所示。

表1  樣品的寶石學測試結果 Gemmological results of testing samples 

樣品號 顏色 光澤 透明度 折射率 比重 發光性

SYS1 深暗紅色 明亮玻璃光澤 微透明 1.753 3.65 無熒光

SYS2 深暗紅色 明亮玻璃光澤 微透明 1.754 3.74 無熒光

SYS3 深暗紅色 明亮玻璃光澤 微透明 1.755 3.79 無熒光

SYS4 深暗紅色 明亮玻璃光澤 微透明 1.756 3.83 無熒光

SYS5 深暗紅色 明亮玻璃光澤 微透明 1.756 3.66 無熒光

圖2  樣品的顯微放大圖 Microscopic magnification of the samp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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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500cm-1~700cm-1範圍內可見582cm-1和532cm-1

的峰值。在此範圍內應該有3處吸收峰，是由
[SiO4]四面體的v2雙重簡並分裂或v4三重簡並分
裂造成。而在樣品的紅外光譜圖上僅可見兩處峰
值。由資料可知鎂鋁榴石在620cm-1~640cm-1範圍
內會出現峰位缺失。在400cm-1~500cm-1範圍可見
489cm-1和459cm-1的峰值。是由於Al3++進入[BO6]
晶格振動形成。樣品的峰值均位於鎂鋁榴石和鐵
鋁榴石的峰值之間，說明樣品中同時含有鎂鋁榴
石和鐵鋁榴石。

2.4	X射線熒光光譜測試

X射線熒光光譜法是利用被測樣品在X射線的激
發下發射出樣品所含元素的特徵X射線來判定樣
品的化學組成。不同元素的特徵X射線的能量不
同，因此可以探測這些X射線識別不同的能量值
並測定其強度來對各元素進行定性和半定量分
析。

表2  樣品的XRF半定量測試結果 
XRF semi-quantitative test results of samples

樣品號 SYS1 SYS2 SYS3 SYS4 SYS5
SiO2  40.441  40.650  40.698  38.897  39.679
Al2O3  23.370  23.380  23.637  27.445  25.867
MgO  16.637  18.064  18.061  16.019  15.987
Fe2O3  12.522  11.017  10.800  11.042  11.727
CaO  5.225  4.975  4.920  4.728  4.863
SO3  0.878  0.971  1.056  0.762  1.070
TiO2  0.435  0.414  0.409  0.400  0.421
MnO  0.405  0.304  0.308  0.307  0.322
V2O5  0.033  0.027  0.019  0.024  0.021
NiO  0.016  0.017  0.022  0.013  0.015
Cr2O3  0.008  0.007  0.012  0.007  0.005
ZrO2  0.005  0.005  0.005  0.006  0.003

測試結果如表2所示。前人研究表明鎂鋁榴石和
鐵鋁榴石可以以任意比例共存[4]。除了S i和A l
外，樣品的Mg含量最高，可判斷樣品的鎂鋁榴石
含量最高，同時樣品的Fe含量僅次於Mg，即樣
品還含有一定量的鐵鋁榴石。以此可判斷樣品是
由鎂鋁榴石、鐵鋁榴石為主要組分的鋁系列石榴
石。樣品的Cr含量較低，卻在紫外光譜上有明顯
的峰位，說明小量的Cr即可影響樣品的顏色，但
由於其含量較少，Fe含量過高，導致樣品顏色過
深過暗[5]。

2.5	紫外—可見光光譜測試

當分子吸收光時，其內部電子會發生躍遷，在此
過程中會產生紫外、可見光，其波長大於吸收光
的波長。紫外可見光分光光度計正是利用分子的
這一特徵來測定樣品的物質組成、含量及分子結
構。

2.3	紅外光譜測試

紅外光譜是鑑定寶石品種最快速有效的手段之
一，在寶石學領域被廣泛使用。傅里葉變換紅外
光譜儀的優點在於可以快速無損地鑑定寶石的種
屬，並且可以鑑別樣品是否經過染色、充填等優
化處理。

由前人研究可知，[S i O 4]基團內部的相關振
動會引起500c m -1以上的峰值。其中500c m -1 

~700c m-1範圍內的3個峰值主要由[S i O4]四面
體的對稱彎曲振動形成。800c m-1~1100c m-1範
圍內的3個峰值主要由[S i O4]四面體的反對稱
伸 縮 振 動 形 成 。 除 硅 離 子 之 外 的 其 他 三 價 陽
離子的相關性振動則會引起400c m-1~500c m-1

範圍內的峰值。在此範圍內的峰值主要為進入
[BO6]晶格的三價陽離子振動所形成[2]。羅躍平
總結了各品種石榴石的紅外光譜S i—O伸縮、
彎曲振動頻率。其中鎂鋁榴石存在996c m-1、 
915c m-1、878c m-1、589c m-1、536c m-1處的峰
值；鐵鋁榴石存在994cm-1、904cm-1、870cm-1、
583cm-1、532cm-1處的峰值[3]。

圖4  樣品的紅外光譜圖
Infrared spectra of the samp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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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是樣品的紅外光譜圖。在800cm-1~1100cm-1

範圍內可見三個明顯的峰值，分別為996cm-1、
905c m-1和872c m-1。此範圍內譜帶的分裂是由
[SiO4]四面體內部發生的v3三重簡並分裂造成。

圖3  樣品的偏光顯微放大圖（a：單偏光下的樣品； 
b：正交偏光下樣品的異常消光）
Polarisation microscopic magnification of the sample  
(a: sample under single polarised light; b: abnormal 
extinction of sample under crossed polarised light)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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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  樣品的紫外可見光光譜圖
UV-Vis spectra of the samp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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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為樣品的紫外可見光光譜圖。樣品在678nm
處可見明顯的吸收峰，為Cr3+的4A2g（4F）譜項
分裂的能級之間產生了電子躍遷所導致的。即
4A2g（4F）→4T2g（4F）躍遷。在500nm~600nm
處有三個微弱的吸收，分別為502nm、521nm和
575nm。在寶石學中稱為“鐵鋁窗”，為Fe3+的
d—d電子禁戒躍遷所致，印證了樣品中存在鐵鋁
榴石。461nm處的吸收峰為Fe2+的d—d自旋禁阻
躍遷所致。當鎂鋁榴石中存在鐵鋁榴石時，樣品
由Fe和Cr共同致色[6]。

2.6	拉曼光譜測試

拉曼光譜是對與入射光頻率不同的散射光譜進
行分析以得到分子振動、轉動方面信息，並應
用於分子結構研究的一種分析方法。樣品的拉
曼光譜圖如圖5所示。硅酸鹽系列礦物的拉曼光
譜中S i—O n b（非橋氧）的伸縮振動頻率位於
800~1250cm-1之間。橋氧（Si—Obr—Si）的反對
稱伸縮加彎曲振動頻率位於450~760cm-1之間[7]。

圖6為樣品的拉曼光譜圖。其中914cm-1拉曼峰為
Si—OStr伸縮振動，其兩側的1046和858cm-1拉
曼位移峰是由Si—OStr伸縮振動的Eg+F2g模式引
起，這三個拉曼位移峰是鎂鋁榴石Si—OStr伸縮
振動的特徵峰。石榴石橋氧(Si—Obr—Si)的反對
稱伸縮加彎曲振動會引起Si—Obr—Si之間的拉曼
峰。359cm-1拉曼位移峰由鎂鋁榴石[SiO4]]四面
體旋轉振動(A1g模)引起的。

3	 結論
(1) 樣品顏色深且暗，為深暗紅色，在透射光下

可分辨其顏色。顯微放大觀察較為純淨，內
部無明顯包裹體。其比重約為3.75，折射率
為1.755，無發光性，正交偏光下可見異常消
光現象。

(2) 樣 品 的 紅 外 光 譜 顯 示 樣 品 在 8 0 0 c m - 1 

~1100cm-1範圍內存在3個典型的特徵峰，分
別為996cm-1、905cm-1和872cm-1。在500cm-1 

~700cm-1範圍內存在2個典型的特徵峰，分別
為582cm-1和532cm-1，在此範圍內樣品出現
峰位缺失。樣品的峰值均處於鎂鋁榴石和鐵
鋁榴石的特徵峰值之間，說明樣品中同時含
有鎂鋁榴石和鐵鋁榴石。

(3) X射線熒光光譜測試表明樣品是由鎂鋁榴
石、鐵鋁榴石為主要組分的鋁系列石榴石。
其Fe含量較高，Cr含量較低，導致樣品顏色
過深過暗。

(4) 樣品的紫外光譜顯示樣品存在Cr的吸收，同
時可見微弱的“鐵鋁窗”吸收樣式，樣品由
Fe和Cr共同致色。

(5) 拉曼光譜顯示樣品主要成分為鎂鋁榴石，可
見858cm-1、914cm-1和1046cm-1處的鎂鋁榴石
Si—OStr伸縮振動的特徵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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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  樣品的拉曼光譜圖
Raman spectrum of the s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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