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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羅斯加里寧格勒州琥珀 
譜學特徵分析
Spectroscopic Characteristics of  
Amber in Kaliningrad, Russia
盧思語  何雪梅  LU Si-yu  HE Xue-mei
中國地質大學 珠寶學院，北京，100083
網頁：https://sg.cugb.edu.cn   電郵：13051819633@163.com

Abstract: Kaliningrad, Russia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areas of Baltic amber production, but, 
so far, there has been no comprehensive study 
of the gemm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amber 
found there. Therefore, golden ambers, yellow 
beeswax ambers and white beeswax ambers from 
Kaliningrad were taken for gemmological tests 
and spectral characteristic analysi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transparency of Kaliningrad 
amber decreases with the number of bubbles it 
contains. If the distribution of bubbles is denser, 
the specific gravity (SG) of the amber decreases 
gradually. The infrared spectra of golden ambers, 
yellow beeswax ambers and white beeswax ambers 
from Kaliningrad province have the characteristic 
“Baltic shoulder peak” in the range of 1257 cm-1~  
1161 cm-1. The Raman spectrum test shows that 
their spectral peak characteristics are basically the 
same. According to the formula N=I1645 cm

-1/I1444 cm
-1, 

their N values, calculated by Raman spectrum, are 
different. The study concluded that white beeswax 
ambers are the quickest to mature, followed by 
yellow beeswax ambers while golden ambers take 
the longest. However, further tests are needed to 
draw more accurate conclusions as to the maturity 
of amber with N value.

Keywords: Amber, Kaliningrad, spectral characteristics

摘要：俄羅斯加里寧格勒州是波羅的海琥珀的重
要產地之一，但迄今為止還未出現對俄羅斯加里
寧格勒州琥珀的較為全面地寶石學特徵研究。因
此本文選取此產地產出的金珀、黃蜜蠟和白蜜蠟
進行常規寶石學測試以及譜學特徵分析。結果表
明，隨着加里寧格勒州琥珀內部的氣泡數量越
多，分佈越密集，琥珀的透明度隨之降低，相對
密度也逐漸減少。金珀、黃蜜蠟和白蜜蠟的紅外
光譜在1257 cm-1~1161 cm-1範圍存在特徵的“波
羅的海肩峰”；拉曼光譜測試表明三者的譜峰特
徵基本一致，根據公式N=I1645 cm

-1/I1444 cm
-1計算出

的金珀、黃蜜蠟和白蜜蠟的N值有所不同，從而
得出白蜜蠟成熟度最高，黃蜜蠟次之，金珀成熟

度最低，但用N值表示琥珀的成熟度有一定的條
件限制，因此還需進行其他測試從而得出更加準
確的結論。

關鍵詞：琥珀；俄羅斯加里寧格勒州；譜學特徵

波羅的海琥珀歷史悠久且深受世界各國人民喜
愛，俄羅斯加里寧格勒州是波羅的海琥珀的主要
產地之一，該地區的琥珀儲量佔世界琥珀儲量的
90%，目前每年琥珀開採量達 300 餘噸，被譽為
“琥珀之都”。然而市場上在對波羅的海琥珀進
行售賣時，未對波羅的海琥珀進行區分，並且對
於波羅的海琥珀的研究也常常模糊產地概念，導
致對於加里寧格勒州琥珀的研究較少，因此本文
選擇此產地的琥珀進行研究。

1	 俄羅斯加里寧格勒州琥珀的	
形態特徵及顯微特徵

1.1	樣品選擇

俄羅斯加里寧格勒州多產出金珀、黃蜜蠟和白蜜
蠟，故本文將樣品分為4組，即5個透明的金黃色
的金珀，編號為H-1~H-5（見圖1）；6個黃白色
半透明的黃蜜蠟（見圖2），編號M-1~M-6；5個
白色微透明至不透明的白蜜蠟（見圖3），編號
為B-1~B-5；1個內部及表面處存在黑色點狀包裹
體的金珀I-1，此樣品僅在對內部包裹體進行觀察
及測試時使用。

金珀表面具有褐黃色表皮，表面呈土狀光澤，表
皮致半透明，當表皮拋磨後，內部呈金黃色，樹
脂光澤，透明。黃蜜蠟表面也存在一層黃色的表
皮，表面呈土狀光澤，半透明，表皮拋磨後，
黃蜜蠟M-1為透明部分和半透明部分相交織（俗
稱“金絞蜜”），其餘4個樣品整體呈半透明狀
態。白蜜蠟樣品B-1呈黃白色，微透明，B-2中間
存在一個邊界十分清晰的金珀窄帶，B-3~B-5的局
部均存在一層較薄的表皮，整體呈白色，樹脂光
澤，不透明。I-1為黃色的透明金珀，其內部存在
大量肉眼可見的黑色點狀包裹體。

盧思語
LU Si-yu

何雪梅
HE Xue-m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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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寶石學特徵

正交偏光下轉動樣品360°，金珀出現不規則明暗
變化的異常消光，可能是由於組成琥珀的微小樹
脂膠粒結晶的先後順序不同導致的異常消光現
象；黃蜜蠟則出現全亮的現象，可能是黃蜜蠟內
部存在十分豐富、分佈毫無規律的氣泡以致光線
透過黃蜜蠟時發生散射或漫反射，導致全亮現象
的出現。由於白蜜蠟呈微透明至不透明，因此未
對其進行正交偏光測試。

圖5  正交偏光下的金珀樣品H-1~H-5
Golden amber samples H-1~H-5 under crossed polarised 
light

圖6  正交偏光下的黃蜜蠟樣品M-1~M-6
Yellow beeswax amber samples M-1~M-6 under crossed 
polarised light

長波紫外光下，金珀具有藍色—藍綠色熒光，黃
蜜蠟和白蜜蠟具有藍白色熒光；短波紫外光下三
者均為惰性。通過淨水稱重法測試三者的相對密
度，發現金珀的相對密度值大約在1.05~1.09之
間，黃蜜蠟的相對密度值大約在1.01~1.06之間，
白蜜蠟在水中懸浮至上浮導致無法測試其相對密
度值，由此說明隨著加里寧格勒州琥珀的透明度
的降低，相對密度值逐漸減小。導熱性差，握在
手中有溫感。金珀和黃蜜蠟握在手中幾秒後幾乎
沒有香味，樣品相互摩擦後，二者散發出柔和的
松香氣味；白蜜蠟握在手中幾秒後則會散發較為
濃郁的松香氣味，相互輕輕摩擦後散發出十分濃
烈的松香氣味。

1.3	顯微特徵觀察

本文將在寶石顯微鏡下觀察樣品表面及內部特
徵，以及在掃描電鏡下以更大的放大倍數來觀察
樣品表面微觀特徵，從而較為全面的得出樣品的
顯微特徵。

1.3.1	放大檢查

此項觀察於中國地質大學（北京）寶石學實驗中
心進行，儀器為南京寶光GI-MP22寶石攝影顯微
鏡。為更加清晰的觀察樣品的內部，觀察前對部
分樣品的局部表面進行拋磨去除表皮，觀察結果
如下。

圖1  金珀樣品H-1~H-5
Golden amber samples H-1~H-5

H-1 H-2 H-3

H-4 H-5
5mm 1cm 5mm

5mm 5mm

圖2  黃蜜蠟樣品M-1~M-6
Yellow beeswax amber samples M-1~M-6

M-1 M-2 M-3

M-4 M-5 M-6
5mm 5mm 5mm

5mm 5mm 5mm

圖3  白蜜蠟樣品B-1~B-5
White beeswax amber samples B-1~B-5

B-1 B-2 B-3

B-4 B-5
1cm 5mm

5mm

5mm

5mm

圖4  帶大量黑色點狀包裹體的金珀I-1
Golden amber I-1 with a large number of black spot 
inclusions

5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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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0  金珀H-4凹凸不平的表皮
The uneven skin of golden amber H-4

圖11  金珀H-5大量表面裂紋
A large number of surface cracks of golden amber H-5

如圖12~圖17，黃蜜蠟M-1的正面可見透明的部
分與半透明部分交織出現，背面全部為金珀；另
外5個樣品在10×放大倍數下整體都是半透明狀
態的黃蜜蠟，有的樣品在10×放大倍數下樣品內
部的小氣泡猶如小麻點大量出現在視野中(M-5、
M-6)，當放大倍數升至40×時，小氣泡的形態更
加清晰(M-5)。

在未拋磨前，金珀H-1、H-2、H-4表面凹凸不
平，凹坑處存在微小的碎屑（圖7~8、圖10），
將表面拋磨後，在10×放大倍數下，金珀H-5表
面及近表面處裂隙十分發育，裂隙的走向有的雜
亂無章（如圖11），將放大倍數升至40×時，金
珀H-3可見內部存在好似鬆針的放射狀包裹體以
及個別氣泡（圖9），放射狀包裹體推測是橡樹
的“星狀毛”。

圖7  金珀H-1局部表皮及局部拋光面
Partial epidermis and partial polished surface of golden 
amber H-1

圖8  金珀H-2凹凸不平的表皮
The uneven epidermis of golden amber H-2

圖9  金珀H-3整體圖（左）、內部放射狀包裹體（中）及氣泡（右）
Overall view of golden amber H-3 (left), internal radial inclusions (middle) and bubbles (r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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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6  黃蜜蠟M-5表皮與內部紋
Surface and internal veins and texture of yellow beeswax 
amber M-5

圖13  黃蜜蠟M-2內部流動狀的氣泡
Flowing bubbles inside Yellow Beeswax amber M-2

圖14  黃蜜蠟M-3內部龜裂紋及表面氧化皮
Internal cracks and surface oxidised skin of Yellow Beeswax 
amber M-3

圖15  黃蜜蠟M-4拋磨面與未拋磨的凹陷處
Polished and unpolished surface depressions of yellow 
beeswax amber M-4

圖12  黃蜜蠟M-1的正面（a）與背面（b）
Front (a) and back (b) of yellow beeswax amber 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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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8~圖22，白蜜蠟樣品紋理各異，有的為白色
的近乎不透明部分與淺黃色的蜜蠟呈圈狀相互交
織在一起，邊界模糊(B-1)，有的為白色完全不透
明的白蜜蠟與黃色的金珀在同一個樣品上，且二
者之間的邊界十分清晰(B-2)；有的樣品在反射光
下內部的紋理並不清晰，透明度為微透明，在透
射光下即可見其圈狀紋理(B-4)；有的樣品則整體
均勻，且完全不透明(B-3、B-5)，表面還存在著
較厚的氧化外皮(B-3)。

圖17  黃蜜蠟M-6(a)與內部星點狀密集分佈的小氣泡(b)
Yellow beeswax amber M-6 (a) and its internal, star-like and 
densely distributed small bubbles (b)

圖19  白蜜蠟B-2在頂光源(a)和暗域(b)下拍攝圖
White beeswax amber B-2 under light source from above (a) 
and in dark field illumination (b)

圖21  白蜜蠟B-4在頂光源(a)和暗域(b)下拍攝圖
White beeswax amber B-4 under light source from above (a) 
and in dark field illumination (b)

圖18  白蜜蠟B-1在頂光源(a)和暗域(b)下拍攝圖
White beeswax amber B-1 under light source from above (a) 
and in dark field illumination (b)

圖20  白蜜蠟B-3拋磨面(a)和未拋磨的表皮(b)
Polished surface (a) and unpolished surface (b) of white 
beeswax amber B-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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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3  金珀H-2在掃描電鏡下的表面微觀特徵
Surface microscopic characteristics of golden amber H-2 
under SEM

圖22  白蜜蠟B-5拋磨面(a)和未拋磨的表皮(b)
Polished surface (a) and unpolished surface of white 
Beeswax amber B-5

1.3.2	掃描電鏡下的微觀特徵

掃描電鏡測試於中國地質大學（北京）掃描電鏡
實驗室進行，設備為德國ZEISS公司SUPRATM55
型場發射掃描電鏡。測試前在樣品表面鍍鉑，電
鏡分辨率0.8 nm，加速電壓0.1~30 KV，實驗電壓
15 KV，放大倍數12~1,000，000x。

選取金珀H-2、黃蜜蠟M-1、白蜜蠟B-3進行此項
測試。

金珀H-2質地均勻，可見片狀、層狀結構（圖
23a），表面比較均勻平整，僅見若干條層與層
之間的界線（圖23b）。

本文選取黃蜜蠟M-1半透明區域與半透明和透
明的界線區域進行觀察。半透明區域存在大量
分佈密集、大小不一的氣泡，經粗略估算，氣
泡的孔徑最大可至約25μm，最小可至約2μm 
（圖24a）；將觀察區域移動至透明與半透明的
界限區域，發現半透明區域氣泡分佈十分密集，
透明區域也有氣泡存在，但氣泡十分微小且分佈
比較分散，透明區域與半透明區域的界線十分模
糊（圖24b）。

圖24  黃蜜蠟M-1在掃描電鏡下的表面微觀特徵
Surface microscopic characteristics of yellow beeswax 
amber M-1 under 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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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蜜蠟B-3由大量大小不一、小液滴狀的有機物
聚集而成（圖25a），具有分佈及其密集、大小
均勻、孔徑微小的氣泡，孔徑粗略計算約6μm 
（圖25b）。由此說明，其內部大量分佈及其密
集、孔徑微小的氣泡對可見光產生散射、漫反射
造成白蜜蠟的不透明外觀。

由上述結果說明，隨著氣泡數量的增加，氣泡孔
徑越小，蜜蠟的透明度越低，顏色越偏向於白
色。

2	 加里寧格勒州琥珀的譜學特徵分析
為探究俄羅斯加里寧格勒州琥珀的化學成分，本
文將對樣品進行紅外光譜、拉曼光譜及紫外-可見
光光譜測試。

2.1	紅外光譜

紅外光譜測試於中國地質大學（北京）寶石學實
驗中心進行，實驗儀器為德國BRUKER TENSOR 
27型傅裡葉變換光譜儀。測試條件：光闌6 mm，
掃描速度10 KHz，分辨率4 cm-1，掃描次數16
次，掃描範圍4000 cm-1~400 cm-1，室溫測試。測
試模式：溴化鉀壓片測試。

圖25  白蜜蠟B-3在掃描電鏡下的表面微觀特徵
Surface microscopic characteristics of white beeswax 
amber B-3 under 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e 

為更好的得出不同產地琥珀之間的產地差異以及
與外觀相似的柯巴樹脂之間的差異，本章節將選
出一塊緬甸金珀和一塊金黃色透明的馬達加斯加
柯巴樹脂進行測試及對比。

測試結果如圖26~圖28（下一頁），俄羅斯加里
寧格勒州產出的金珀、黃蜜蠟、白蜜蠟的譜峰位
置基本一致。

2925 cm-1處指示νas(CH3、CH2)官能團的反對稱
伸縮振動，2867 cm-1、2845 cm-1處的譜峰指示
νas(CH3、CH2)對稱伸縮振動；位於1453 cm-1處
指示CH2彎曲、CH3不對稱彎曲振動；1386 cm-1、
1374 cm-1附近的譜峰指示CH3對稱彎曲振動，以
上的譜峰說明俄羅斯加里寧格勒州琥珀的基本骨
架屬於脂肪族結構。

1738 cm-1處的分裂峰指示酯類羰基振動，證明了
俄羅斯加里寧格勒州琥珀裡存在琥珀酸。

1643 cm-1處的譜峰指示環外非共軛C=CH2雙鍵伸
縮振動；在1257 cm-1~1161 cm-1範圍存在寬吸收
肩峰，此肩峰稱為“波羅的海肩峰”，指示C-O
伸縮振動，說明俄羅斯加里寧格勒州琥珀中存在
琥珀酸與琥珀酯；1157 cm-1附近處可見由琥珀酯
中C-O單鍵伸縮振動的譜峰。887 cm-1處的譜峰指
示雙鍵上C-H面外彎曲振動。

1 7 3 8  c m - 1處 指 示 琥 珀 酸 酯 羰 基 的 譜 峰 以 及 
1257 cm-1~1161 cm-1指示琥珀酸與琥珀酯的存在
的“波羅的海肩峰”證明俄羅斯加里寧格勒州琥
珀的化學結構特徵為半日花烷二萜的反式結構。

由於琥珀的基本骨架是由C-H鍵和C-C鍵構成，
C-H鍵和C-C鍵基本不隨地質年代的增加和地質條
件的變化而變化，因此幾乎所有產地的琥珀紅外
光譜的C-H鍵和C-C鍵的譜峰位置與譜峰形狀基本
相同。所以，不同產地琥珀的區分主要依靠其他
化學鍵的譜峰。

由於波羅的海地區以外的琥珀產地很少出現白蜜
蠟和黃白色的蜜蠟，因此筆者僅對不同產地的金
珀進行對比。

如圖29，與俄羅斯加裡寧格勒州相比，緬甸金
珀存在位於1726 cm-1指示酯類C=O伸縮振動的
單一譜峰，俄羅斯加里寧格勒州金珀出現2個吸
收峰；緬甸金珀存在1668 cm-1一個微弱的由於
沒有發生酯化活動的羧酸的C=O譜峰，俄羅斯加
里寧格勒州金珀沒有位於此處的譜峰；緬甸琥珀
存在位於1228 cm-1指示C-O伸縮振動的譜峰，俄
羅斯加里寧格勒州金珀則是特徵的“波羅的海肩
峰”；緬甸琥珀存在位於975 cm-1指示飽和C-O彎
曲振動的譜峰，俄羅斯加里寧格勒州金珀不存在
此處的譜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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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達加斯加柯巴樹脂常見淡黃—金黃色，與俄羅
斯加里寧格勒州金珀外觀十分相似，二者容易混
淆，但二者紅外光譜的譜峰位置與吸收強度存在
一定的差異，由圖3-5所示，馬達加斯加柯巴樹脂
位於3083 cm-1處指示CH=CH伸縮振動的譜峰十
分清晰。

1645  c m -1指示環外非共軛C=CH2雙鍵伸縮
振 動 的 譜 峰 和 8 8 7  c m - 1處 指 示 雙 鍵 上 C - H 面
外 彎 曲 振 動 譜 峰 相 較 於 加 里 寧 格 勒 州 金 珀
更加尖銳，並且其在1008 c m-1、983 c m-1、
938 cm-1處存在三個微弱的譜峰，但1257 cm-1 

~1161  c m -1範圍不具有“波羅的海肩峰”。

根據Lambert-Beer定律A=lg(1/T)計算得到吸光 
度A，據公式Ratio (R) = ACH對稱彎曲振動/ACH不對稱彎曲振動 

得出的比值R可用於區分不同產地的琥珀。據計
算，金珀、蜜蠟、白蜜蠟的R值略有不同且波動
範圍較大，具體數值如表1所示。

完整尺寸的圖片和圖表可在本期刋的在線版本 
查看，網址 http://www.gahk.org/tc/journal.asp  
或 https://zz1.co/ccO1I 。

圖28  白蜜蠟(B-1~B-5)的紅外光譜圖（陰影處為“波羅的
海肩峰”）
Infrared spectra of white beeswax amber (B-1~B-5) (the 
“Baltic shoulder peak” shown in the shaded area)

圖26  金珀(H-1~H-5)的紅外光譜圖（陰影處為“波羅的海
肩峰”）
Infrared spectra of golden amber (H-1~H-5) (the “Baltic 
shoulder” shown in the shaded area)

圖27  黃蜜蠟(M-1~M-6)的紅外光譜圖（陰影處為“波羅
的海肩峰”）
Infrared spectra of yellow beeswax amber (M-1~M-6) (the 
“Baltic shoulder peak” shown in the shaded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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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9  緬甸金珀與俄羅斯加里寧格勒州金珀紅外光譜對比
圖（陰影處為二者區別之處）
Comparison of infrared spectra of golden amber in 
Myanmar and golden amber in Kaliningrad, Russia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is shown in the shaded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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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0  馬達加斯加柯巴樹脂與俄羅斯加里寧格勒州金珀紅
外光譜對比圖（陰影處為二者區別之處）
Infrared spectral comparison of copal resin from 
Madagascar and Kaliningrad Oblast, Russia (the shaded 
area show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Wavenumber (cm-1)
Tr

an
sm

itt
an

ce
4000   3500  3000   2500   2000  1500   1000    500

H-5

馬達加斯加柯巴樹脂柯巴樹脂

H-5

5mm

3cm

H-5

2929
28672846

B-5

B-4

B-3

B-2

B-1

Tr
an

sm
itt

an
ce

(%
)

3200                     3000                     2800                    2600
Wavenumber (cm-1)

B-5

B-4

B-3

B-2

B-1

Tr
an

sm
itt

an
ce

(%
)

Wavenumber (cm-1)
4000  3500    3000    2500   2000   1500   1000    500

8881156 815
B-5

B-4

B-3

B-2

B-1

Tr
an

sm
itt

an
ce

(%
)

1200           1000           800             600             400
Wavenumber (cm-1)

Tr
an

sm
itt

an
ce

(%
)

Wavenumber (cm-1)
2600     2400    2200    2000     1800     1600    1400

B-5

B-4

B-3

B-2

B-1

1738
1643

1513 1375
1456

1386

H-4

Tr
an

sm
itt

an
ce

(%
)

Wavenumber (cm-1)
4000  3500    3000    2500   2000   1500   1000    500

M-6
M-5

M-4

M-3

M-2

M-1

Tr
an

sm
itt

an
ce

(%
)

3200                     3000                     2800                    2600
Wavenumber (cm-1)

M-5
M-6

M-4

M-3
M-2

M-1

2926
2868

2847

Tr
an

sm
itt

an
ce

(%
)

1200           1000           800             600             400
Wavenumber (cm-1)

8881156

M-5

M-6

M-4
M-3
M-2
M-1

Tr
an

sm
itt

an
ce

(%
)

Wavenumber (cm-1)
2600     2400    2200    2000     1800     1600    1400

1738
1644

1375
1386

M-5
M-6

M-4
M-3
M-2
M-1

1453

H-3

H-2
H-1

2925
2867

2845

Tr
an

sm
itt

an
ce

3200                     3000                     2800                    2600
Wavenumber (cm-1)

H-5
H-4
H-3
H-2

H-1

8871160
Tr

an
sm

itt
an

ce

1200           1000           800             600             400
Wavenumber (cm-1)

H-5

H-4

H-3

H-2
H-1

1738
1643

1453
1374

Tr
an

sm
itt

an
ce

Wavenumber (cm-1)
2600     2400    2200    2000     1800     1600    1400

Tr
an

sm
itt

an
ce

Wavenumber (cm-1)
4000  3500    3000    2500   2000   1500   1000    500

H-5

H-4

H-3

H-2
H-1

045-057_C4_11 pages_V12.indd   52045-057_C4_11 pages_V12.indd   52 20/9/2022   下午12:4920/9/2022   下午12:49



表1  俄羅斯加里寧格勒州琥珀CH對稱彎曲振動1384 cm-1

和CH不對稱彎曲振動1452 cm-1吸光度比值R
Absorbance ratio R of CH symmetrical bending vibration at 
1384 cm-1 and CH asymmetric bending vibration at  
1452 cm-1 in amber, Kaliningrad Oblast, Russia

金珀 蜜蜡 白蜜蜡
編號 R值 編號 R值 編號 R值
H-1 0.836 M-1 0.828 B-1 0.829
H-2 0.891 M-2 0.752 B-2 0.869
H-3 0.772 M-3 0.827 B-3 0.895
H-4 0.730 M-4 0.755 B-4 0.846
H-5 0.733 M-5 0.769 B-5 0.903

M-6 0.790

金珀的R值大部分在0.7~0.8之間，H-1、H-2的R
值大於0.8；黃蜜蠟的R值大約在0.7~0.85之間；
白蜜蠟的R值大約在0.78~0.9之間，各個樣品的R
值見表1。由於俄羅斯加里寧格勒州是波羅的海
琥珀的產地之一，波羅的海沿岸各國的琥珀的紅
外光譜基本一致，理論上波羅的海沿岸各國的琥
珀的R值理論上應該十分接近。然而，前人通過
計算，波羅的海金珀的R值在0.7~0.8之間，紅棕
色半透明的波羅的海琥珀的R值約為0.9。上述結
果說明顏色和透明度會對比值R造成影響，究其
原因，半透明的黃蜜蠟和不透明的白蜜蠟存在大
量的氣泡，在將溴化鉀粉末與蜜蠟或白蜜蠟混合
研磨的過程中，氣泡破裂，氣泡裡的揮發性組分
散發出來，由於溴化鉀具有吸附性，可能吸附了
部分揮發性成分，從而導致對相應譜峰的吸收率
產生影響，從而影響比值R，因此筆者認為通過R
值不能用於來區分不同產地的琥珀。對於在透明
度基本相同，但顏色不同的情況下是否對R值產
生影響，由於樣品受限，且未見前人研究中的樣
品實圖，因此還需進一步研究。

2.2	激光拉曼光譜
拉曼光譜是一種散射光譜，多用於寶石鑑定中，
並且因其可以對樣品進行無損傷測試被廣泛應
用，也因其可以定位至樣品表面以下使其用於包
裹體的研究中。本項測試於HORIBA科學儀器事
業部北京應用中心進行，測試儀器為XploRA plus
型激光顯微拉曼光譜儀。測試條件：785 nm的光
源；透過率：100%；測試範圍：200~3200 cm-1；
光譜分辨率：優於1 cm-1；每次掃描時間：50s；
掃描信號疊加次數：2次；光斑直徑：1μm。

為了使產地對比結果更具有說服力，本文選取一
塊緬甸金珀進行測試並與加里寧格勒州金珀進行
對比。

由金珀、黃蜜蠟和白蜜蠟的拉曼譜圖可知，三
者的拉曼譜峰位置基本一致（圖31~圖33）。
2869 cm-1和2935 cm-1附近的譜峰由飽和C-H鍵

伸縮振動引起；由C=O伸縮振動引起的位於 
1735 c m-1處的譜峰非常微弱；1645 c m-1處的
譜 峰 由 環 外 非 共 軛 C = C 雙 鍵 伸 縮 振 動 引 起 ； 
1444 cm-1、1356 cm-1、1295 cm-1處的譜峰由飽和
C-H彎曲振動引起；1201 cm-1處的譜峰由C-CH彎
曲振動或C-O彎曲振動引起。1200 cm-1~200 cm-1 

的譜峰較為微弱，結合前人研究，1137 cm-1處
指示ν(CC)環呼吸振動引起；1060 cm-1附近的
譜峰由ν(CC)、ν(COH)引起；970 cm-1附近
的譜峰由ρ(CH2)、ρ(CH3)引起；931 cm-1附
近的譜峰由ρ(CH2)、ρ(CH3)和ν(CC)引起； 
881 cm-1由ρ(CH2)導致；739 cm-1和712 cm-1附近
的譜峰由獨立的C=C雙鍵伸縮振動引起；648 cm-1 

附近的譜峰由C-S伸縮振動引起；450 c m -1~ 
400 cm-1處的譜峰由CCO彎曲振動引起；365 cm-1

處的譜峰由δ(CCC)引起；308 cm-1附近的譜峰由
τ(CCO)導致。

除波羅的海沿岸各國之外，俄羅斯加里寧格勒州
琥珀與其他國家產出的琥珀相比，存在一些細
微的差別。與緬甸金珀相比，加里寧格勒州金
珀存在934 cm-1附近的譜峰以及位於714 cm-1和 
740 cm-1指示獨立的C=C雙鍵伸縮振動的雙峰，
位於365 cm-1附近由δ(CCC)引起的譜峰較強， 
970 cm-1、1012 cm-1、1060 cm-1三處的譜峰形狀
整體呈階梯式下降；緬甸金珀缺失740 cm-1的譜
峰，僅存在位於714 cm-1處的單峰，934 cm-1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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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1  金珀(H-1~H-5)的拉曼光譜圖
Raman spectra of golden amber (H-1~H-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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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2  黃蜜蠟(M-1~M-6)的拉曼光譜圖
Raman spectra of yellow beeswax amber (M-1~M-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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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3  白蜜蠟(B-1~B-5)的拉曼光譜圖
Raman spectra of white beeswax amber (B-1~B-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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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5 cm-1附近的譜峰十分微弱，幾乎不可見，並
且970 cm-1、1012 cm-1、1060 cm-1三處的譜峰形
狀呈“高低高”狀。除此之外，加里寧格勒州金
珀與緬甸金珀位於1645 cm-1和1444  cm-1處的譜峰
相對強度也不同（圖34）。

前人將1645 cm-1處指示環外非共軛C=C雙鍵伸縮
振動的譜峰強度值與1444 cm-1處指示飽和C-H彎
曲振動的譜峰強度值的比值N來表示樹脂的成熟
度(N=I1645 cm-1/I1444 cm-1)，N值越小，成熟度
越高，樹脂埋藏年代更久。隨著樹脂的成熟度提
高，半日花烷二萜化合物分子之間發生交聯聚合
作用，使得其中的C=C雙鍵發生斷裂形成單鍵，
導致1645 cm-1處的譜峰強度降低，1444 cm-1處的
譜峰強度提高，因此N值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用來
表示樹脂的成熟度。

本文通過對金珀、黃蜜蠟、白蜜蠟三者的比值
N，發現白蜜蠟的N值均小於0.63，黃蜜蠟和金珀
的N值均大於0.63，具體數值見表2。以上實驗數
據表明，在產地相同的情況下，相比於黃蜜蠟和
金珀，白蜜蠟更加成熟。

然而，根據前人對不同產地琥珀和柯巴樹脂的N
值對比研究發現，雖然墨西哥琥珀比波羅的海
琥珀埋藏時間要短，但墨西哥琥珀的N值比波羅
的海琥珀的N值小。另外，雖然婆羅洲柯巴樹脂
的N值較低，但婆羅洲柯巴樹脂的光譜特徵與達
馬樹脂的光譜十分相似，表明其具有半日花烷型
三萜化合物。並且，前人在對相同產地的黃色琥
珀與紅色琥珀的N值比較時，發現紅色琥珀的N
值會低於黃色琥珀的N值，由此說明紅色琥珀的
C=C雙鍵被氧化的更徹底導致其含量更低，N值
更小。由此說明，對於琥珀的外界條件而言，N
值並不與埋藏的地質年代直接相關，埋藏環境
的溫度、壓力以及水位等地質條件也對N值具有
一定的影響；對於琥珀的內在條件而言，N值不
僅與琥珀的交聯聚合作用相關，也與氧化作用相
關。因此，用N值來表示琥珀的成熟度有一定的
條件限制，琥珀的成熟度與埋藏年代的研究還需
進行其他測試才能得出更為準確的結論。

表2  金珀、黃蜜蠟、白蜜蠟的N值對比表 
(N=I1645 cm

-1/I1444 cm
-1)

Comparison of N values of golden amber, yellow beeswax 
amber and white amber (N=I1645 cm

-1/I1444 cm
-1)

金珀 黃蜜蜡 白蜜蜡

編號 N值 編號 N值 編號 N值

H-1 0.6701 M-1 0.6419 B-1 0.5486

H-2 0.6540 M-2 0.6325 B-2 0.6250

H-3 0.6610 M-3 0.6382 B-3 0.6144

H-4 0.7277 M-4 0.6947 B-4 0.5892

H-5 0.6722 M-5 0.6890 B-5 0.6180

M-6 0.6600

圖35  樣品I-1宏觀樣品圖(a)和內部黑色包裹體(b)
Macroscopic view of sample I-1 (a) and internal black 
inclusions (b)

針對樣品I-1內部存在較多的黑色點狀包裹體（圖
35），包裹體位於表面下2~4 mm左右，本文選
擇通過拉曼光譜測試來探測包裹體的成分。

為防止琥珀產生的熒光將譜峰掩蓋，本文依舊選
用785 nm激光器，由於無法確定內部的包裹體具
體成分，為防止激光損傷包裹體，調整功率衰減
片將激光光源的能量從100%降至50%，其餘測試
條件均不變。然而檢測過程中樣品的黑色包裹體
被激光射穿形成一個激光孔洞。由於之前對琥珀
樣品檢測時，激光光源能量為100%，在降低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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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4  緬甸金珀與俄羅斯加里寧格勒州金珀的拉曼光譜對
比圖
Comparison of Raman spectra of golden amber in Myanmar 
and golden amber in Kaliningrad, Russia

Raman Shift (cm-1)

In
te

ns
ity

500      1000     1500     2000     2500     3000
5mm

1cm

緬甸金珀

H-5

緬甸金珀

H-5

045-057_C4_11 pages_V9.indd   54045-057_C4_11 pages_V9.indd   54 18/9/2022   下午3:5618/9/2022   下午3:56



的情況下包裹體卻被低能量的激光射穿，由此推
測琥珀內部的包裹體為生物包裹體，且石化未完
全。

2.3	紫外可見光光譜

本項測試於中國地質大學（北京）寶石學實驗
中心進行，實驗儀器為日本島津公司UV-3000型
紫外可見分光光度計。測試條件：波長範圍：
200.00 nm~800.00 nm；掃描速度：高速；採樣
間隔：0.5；掃描模式：單個；測定方式：反射
率；狹縫寬：2.0 nm；時間常數：0.1s；光源：
自動；光源轉換波長：300.00 nm；檢測單元：
外置(雙檢測器)；檢測器轉換波長：850.00 nm；
光柵轉換波長：850.00 nm。

由圖36所示，金珀、蜜蠟、白蜜蠟的紫外可見光
光譜的走向基本一致。但隨著透明度的降低，紫
外可見光光譜的轉折點逐漸從藍光波段移動至紫
光波段，金珀的紫外可見光光譜的轉折點約位於
475 nm處，黃蜜蠟的紫外可見光光譜的轉折點約
位於436 nm，白蜜蠟的紫外可見光光譜的轉折點
約位於400 nm。三者在250~400 nm的範圍內存
在一個微弱的寬吸收帶，是由C=O產生的n→π*
的電子躍遷導致。

3	 分析與討論
(1) 俄羅斯加里寧格勒州琥珀隨著內部氣泡分佈

逐漸密集，其透明度也逐漸降低，顏色色級
逐漸偏向白色，相對密度也逐漸減小。

(2) 金珀、黃蜜蠟和白蜜蠟的紅外光譜譜峰特徵
基本一致，均存在“波羅的海肩峰”，但三
者的R值波動範圍較大，因此R值不僅與產地
有關，也受琥珀本身的透明度和顏色影響。

(3) 金珀、黃蜜蠟和白蜜蠟的拉曼光譜譜峰特徵
也基本一致，但三者的N值有所不同，白蜜
蠟的N值略大於黃蜜蠟和金珀，由此說明白
蜜蠟的成熟度略高於黃蜜蠟和金珀，推測三
者的形成與沉積的順序為白蜜蠟最先形成，
黃蜜蠟隨後，金珀最後形成，三者的形成及
沉積順序還需其他實驗進行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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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6  金珀(a)、黃蜜蠟(b)和白蜜蠟(c)的紫外可見光光譜圖
UV-Vis spectra of golden amber (a), yellow beeswax amber (b) and white beeswax amber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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