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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reports the findings of a 
research project on samples of high quality green 
fei cui from Guatemala that came onto the market 
recently. These included yellow skin rough and white 
skin rough samples of green Guatemalan fei cui, 
as well as finished products, such as en-cabochon  
pieces. Raman spectrometer and electron probe 
etc. were used to study the appearance of the 
samples. Tests also included observation under 
magnification of the microstructure, the mineral 
composition, and Raman spectr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se samples. The colours, transparencies, 
lustres, physical properties, mineral compositions, 
evolution orders and inclusions are tested and 
discussed in comparision to Myanmar fei cui.

摘要：本論文選取近期市場上的危地馬拉高檔綠
色翡翠樣品為研究對象，包括危地馬拉黃皮料和
白皮料綠色翡翠原石樣品，以及翡翠戒面等成
品樣品，採用寶石顯微鏡、偏光顯微鏡、激光
顯微拉曼光譜儀和電子探針儀等，開展翡翠樣品
的外觀特徵、放大觀察、顯微結構、礦物組成、
拉曼光譜特徵研究。研究表明：所研究的危地馬
拉高檔綠色翡翠多呈偏油青深綠色；如果加工較
薄，透明度可達微透明—半透明之間，如果底部
加反光貴金屬底托或錫箔紙固定或者通過透射光
觀察，則可呈現較為鮮艷綠色，透明度可達半透
明；正常狀態下，樣品呈現油脂光澤至玻璃光
澤的過渡光澤，在底部反光條件下也將加強玻
璃光澤感；樣品折射率均為1.66（點測），光性
屬非均質集合體；摩氏硬度大約為7，相對密度
3.32-3.51；內含大量白色棉狀物；礦物組成及其
演化順序為：硬玉(Jd-Ⅰ)→硬玉(Jd-Ⅱ)+綠輝石
(Omp)→硬玉(Jd-Ⅲ)+榍石(Sph)。目前主流觀
點認為：區分危地馬拉高檔綠色翡翠與緬甸綠色
翡翠，主要在於危地馬拉高檔綠色翡翠是綠輝石
質的而緬甸綠色翡翠是硬玉質的。本文作者認為
這種區分方法，在較大概率上是有一定參考意義
的，但是不一定準確。高檔綠色翡翠的白色棉狀
物中，大量出現的後期硬玉與網脈狀榍石的組
合，可以作為危地馬拉高檔綠色翡翠與緬甸綠色

翡翠鑑別的重要參考特徵。危地馬拉更高品質綠
色翡翠的產出，是值得期待和接受的。

關鍵詞：翡翠，綠輝石，硬玉，榍石，危地馬
拉，緬甸

1	 引言
隨著緬甸翡翠供應量的下降，翡翠的接續產地引
起了行業很大關注。近十多年來，俄羅斯、哈薩
克斯坦和危地馬拉翡翠陸續進入市場，特別是危
地馬拉高檔綠色翡翠，在揭陽乃至瑞麗市場引起
了人們很大的興趣。何明躍等(2009)、陳全莉等
(2012)、張智宇等(2012)、陳晶晶等(2012)、鄭
亭(2015)、吳以諾(2015)、陳宇涵(2017)、張鐸
(2018)、劉靜怡(2019)、林晨露(2020)、邢碧倩
等(2021)眾多研究人員對危地馬拉翡翠開展了研
究，本文探討的綠色翡翠在其中也有一些涉及。
已經取得的研究成果包括對危地馬拉翡翠品種類
型、寶石學性質、相應研究樣品的礦物組成及其
化學成分、結構構造和微量元素等的認識[1-11]。但
是，至今尚未在對危地馬拉高檔綠色翡翠的主要
礦物、形成機理及其與緬甸綠色翡翠的有效鑑別
特徵等重要方面達成共識。因此，深入開展這些
方面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2	 研究樣品及測試方法
2.1	實驗樣品

本文研究的代表性樣品，包括廣東省揭陽市義
德利珠寶公司林中青先生提供的樣品W F M1、
WFM4、WFM5、WFM9和大連市珠寶玉石協會
王雙理會長提供的樣品WDL10等，樣品外觀見 
圖1。WFM1和WFM4為危地馬拉黃皮料綠色翡
翠原料代表性樣品，WFM5和WFM9為危地馬拉
白皮料綠色翡翠原料代表性樣品，WDL10戒面
為皮色不詳的危地馬拉高檔綠色翡翠樣品。所有
研究樣品，包括帶灰色調的綠色、深綠色或墨綠
色等，如果經過雕刻或打磨，再經鑲嵌加反光底
托，或放置於錫箔紙上，或者通過透射光觀察，
即可見到較為鮮艷的綠色，見圖1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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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實驗儀器與條件

本文在肉眼及放大觀察的基礎上，主要採用偏反
光顯微鏡、激光拉曼光譜儀和電子探針儀開展觀
測研究。偏反光顯微鏡為LEICA DM2700P型，
採用其透射偏光系統觀察礦物的形態、大小及相
互接觸關係等特徵；採用其反光系統觀察反射率
相對較高礦物與反射率相對較低礦物之間的接觸
關係。拉曼光譜測試在河北地質大學珠寶檢測中
心完成，採用Renishaw公司的Invia激光拉曼光譜
儀，主要用於結合光性特徵開展礦物相的測定以
及包裹體成分的測試。電子探針儀為河北地質大
學地質測試中心的日本電子JXA-8230型，通過背
散射電子圖像，觀測不同礦物的成分圖像，尤其
是不同礦物顆粒之間的接觸與演化關係；通過定
量分析測試不同礦物或相同礦物不同部位的化學
成分含量。電子探針儀選擇的加速電壓為15KV，
電流為2×10-8μA，標準樣品選用成分相近的天
然礦物。

圖1  研究樣品外觀照片  a-WFM1；b-WFM4；c-WFM5；
d-WFM9；e、f-WDL10樣品在直射光及透射光下外觀
Research samples: a-WFM1, b-WFM4, c-WFM5, d-WFM9,  
e & f-WDL10 samples under direct light and transmitted 
light

3	 寶石學性質及岩相學特徵
3.1	寶石學性質

所研究的危地馬拉高檔綠色翡翠，呈現包括疊加
不同程度灰色調的綠色、深綠色或墨綠色，原料
或半成品在自然光線下多呈偏油青的綠色；如
果加工較薄，透明度可達微透明-半透明之間，
如果底部加反光貴金屬底托或錫箔紙固定，或者
通過透射光照射，則可呈現較為鮮艷綠色（如
圖1f），透明度可達半透明；正常狀態下，樣品
呈現油脂光澤至玻璃光澤的過渡光澤，在底部

反光條件下也將加強玻璃光澤感；樣品折射率均
為1.66（點測），光性屬非均質集合體；長波和
短波紫外燈下熒光均為惰性。分光鏡觀察可見
437nm和690nm吸收線。摩氏硬度大約為7，相
對密度3.32-3.51；局部肉眼可見集合體中顆粒的
翠性，內含大量白色棉狀物。一些具皮殼的樣
品，可見皮殼中有黃褐色充填物或白色風化產
物。

3.2	偏反光顯微鏡觀察

在偏反光顯微鏡下，可已觀察到危地馬拉高檔綠
色翡翠的結構和構造類型主要有：

半自形-自形粒柱狀結構：呈顆粒較粗大的粒狀、
短柱狀集合體，粒度約0.1mm~0.5mm，顆粒邊
界較規則，因後期顆粒的置換作用，許多顆粒邊
界變得不規則，尤其是在與外圍細小顆粒集合體
接觸的部位，顆粒大小也變得懸殊較大。具這組
結構的集合體乃至孤立顆粒，大小和形狀不同，
分佈於細小顆粒集合體之中，根據光性特徵等可
知其礦物成分為硬玉。圖2a、b和圖2c、d中分別
可觀察到樣品WFM4和WFM1中的半自形-自形粒
柱狀結構。

交代結構：為上述顆粒及其集合體邊部及外圍
的細小顆粒集合體，顆粒形態不規則，呈葉片
狀、纖維狀、不規則狀，單個顆粒長度多小於
0.2m m，寬度多小於0.02m m，顆粒邊界不規
則、不清晰，根據光性特徵等可知其中稍早階段
的白色交代礦物為硬玉，稍晚階段的綠色交代礦
物為綠輝石。圖2a、b和圖2c、d中分別可觀察
到樣品WFM4和WFM1中的細小顆粒集合體的交
代結構，為硬玉、綠輝石強烈交代早期硬玉的產
物。

圖2  危地馬拉高檔綠色翡翠兩組不同結構的輝石族礦物。
a、b-WFM4，c、d-WFM1；a、c為單偏光鏡下，b、d為
相同位置對應的正交偏光鏡下
Two groups of pyroxene minerals with different structures 
in high-quality green fei cui from Guatemala. a, b-WFM4; 
c, d-WFM1; a, c are under single polariser; b, d are under  
crossed polarisers corresponding to the same position

a b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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殼部位的結構，c為單偏光下的照片，d為反光顯
微鏡下加外側補光的照片，黃褐色者為褐鐵礦的
充填，白色絲網狀物質為外生交代作用產物。

斑雜狀構造：由較大顆粒集合體的半自形-自形粒
狀結構和細小顆粒集合體的交代結構共同構成的
不均勻的構造。如樣品WFM1和WFM4中的構造。

條帶狀構造：由纖維狀碎基為主的強應變帶和含
碎斑的弱應變域交替分佈組成的定向排列構造
（如WFM5），或細小顆粒組成的定向排列構造
（如WDL10）。有時由於顆粒細小，條帶狀構造
僅在放大觀察或顯微鏡下可見，肉眼感覺為致密
塊狀構造，如WDL10。

4	 激光拉曼光譜

糜棱結構和超糜棱結構：由具有塑性變形的顆粒
集合體組成的具有一定的定向排列的結構，由變
形較強的定向排列的細小顆粒集合體（即碎基）
和變形較弱的較大殘留顆粒或顆粒集合體（即碎
斑）兩部分組成。碎斑通常可見細粒化或亞顆粒
化，碎基可見動態重結晶。圖3a、b為樣品WFM5
中的糜棱結構，可見由碎基組成的強應變帶和碎
斑組成的弱應變域交替分佈組成。圖3c、d為樣
品WDL10的超糜棱結構，即幾乎不可見碎斑殘
留，基本上整體由動態重結晶的碎基組成。根據
光性特徵等可知殘斑礦物為硬玉，碎基礦物中定
向排列的白色和綠色顆粒分別為硬玉和綠輝石。

圖3  危地馬拉高檔綠色翡翠的動力變質結構。
a、b-WFM5，c、d-WDL10；a、c為單偏光，b、d為相同
位置對應的正交偏光
Dynamic metamorphic structure of high-quality green fei 
cui from Guatemala. a, b-WFM5, c, d-WDL10; a, c are under 
single polarised light, b, d are orthogonal polarised light 
corresponding to the same position

充填結構：多分佈於具交代結構的集合體之中的
白色棉狀物之中，由反射率較低的輝石以及反射
率較高的榍石組成，有時輝石或榍石礦物相可單
獨存在。常與流體（氣液相）包裹體在空間上關
係極為密切。也有輝石族等礦物充填成礦期張裂
隙和其它礦物充填成礦後裂隙的情況存在。圖4a
為樣品WFM4中的“暗色棉狀物”，是在偏光鏡
下的視覺“失真”現象，實際上肉眼觀察為白色
棉狀物，因發生光線的漫反射等原因，光線透過
率較低而顯示為近於黑色；圖4b為相同位置反光
顯微鏡下的照片，棉狀物部位的較深灰色部分為
輝石族礦物，較亮的白色部分為具有特定指示意
義的副礦物榍石，兩者均為充填包裹體早先佔據
的空間。外圍背景由灰度有所變化的非常密集的
細小輝石族礦物組成。

外生充填和交代結構：是指在危地馬拉綠色翡翠
皮殼部位，由含鐵的表生礦物（褐鐵礦）充填皮
殼裂隙、微裂隙的結構，以及沿著裂隙、微裂隙
原有的組成礦物在化學風化作用過程中，發生外
生礦物置換留下的結構。圖4c、d為樣品WFM1皮

a b

c d

圖4  危地馬拉高檔綠色翡翠中的白色棉狀物及皮殼礦物結
構。a、b-WFM4，c、d-WFM1；a、c為單偏光鏡下， 
b、d為相同位置對應的反光顯微鏡下，d加外側補光
Mineral structure of white cotton-like inclusion/substance 
and crust in high-quality green fei cui from Guatemala.  
a, b-WFM4; c, d-WFM1; a, c are under a single polariser;  
b, d are under a reflective microscope corresponding to the 
same position; d with additional external supplementary 
light

a b

c d
強

度

圖5  半自形-自形粒狀輝石拉曼光譜圖（樣品號WFM4）
Raman spectrum of semihedral-hedral granular pyroxene 
(sample No. WFM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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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圖8可見，所測副礦物拉曼光譜圖除了榍石 
的拉曼位移峰組合之外，還存在大量其它拉曼
位移峰，如1384cm-1、1511cm-1、2145cm-1、
2602cm-1、2673cm-1、3351cm-1、3446cm-1等。
其中1384cm-1為CO2的特徵峰，2145cm-1為CO的
特徵峰，CO2、CO是包裹體中殘留的流體中的
成分，2145cm-1峰很強說明CO含量很高。尚有
1511cm-1、2602cm-1、2673cm-1等峰為未確定成
分導致。3351cm-1、3446cm-1峰尖銳而非圓滑，
推測為高壓環境榍石結晶時由於2OH-置換O2所
導致。

5	 電子探針分析
5.1	背散射電子圖像

圖9  樣品WFM4主要組成礦物背散射電子圖像
Backscattered electron images of the main constituent 
minerals of sample WFM4

圖9為樣品WFM4某一部位的主要組成礦物背散
射電子圖像，圖中較深的灰色部位為成分不同的
硬玉，其中最深灰色的顆粒（如點1）為早期的
顆粒，其外圍較淺灰色的顆粒（如點2）對其環
繞或穿插。圖像中更淺色的顆粒為綠輝石，進一

圖6  交代半自形-自形顆粒的細小輝石拉曼光譜圖 
（樣品號WFM4）
Raman spectrum of fine pyroxene of metasomatic 
hemihedral-hedral particles (sample No. WFM4)

通過激光拉曼光譜測試，聚焦於半自形-自形粒
狀顆粒或其殘留顆粒，測得拉曼光譜圖見圖5。
從圖中可以看出，主要拉曼位移峰有206cm-1、
376cm-1、697cm-1、991cm-1和1036cm-1，為硬玉
的拉曼位移峰組合。在置換半自形-自形粗大顆粒
硬玉的細小礦物集合體中，在單偏光顯微鏡下呈
白色的顆粒拉曼光譜圖與圖5非常相似或接近，
呈現為硬玉的拉曼位移峰組合；而其中呈綠色
的顆粒則在1000cm-1附近基本上表現為單峰，其
拉曼光譜圖見圖6。主要拉曼位移峰有203cm-1、
376cm-1、697cm-1、1036cm-1，為綠輝石的拉曼
位移峰組合。

對白色棉狀物中結晶的輝石族礦物進行測試，拉
曼光譜圖見圖7，其拉曼位移峰組合為208cm-1、 
379cm-1、702cm-1、991cm-1和1036cm-1，與圖5幾
乎相同，可知其亦為硬玉。對白色脈狀物中結晶
的副礦物測試，測得其拉曼光譜圖見圖8。從圖
中的254cm-1、610cm-1、857cm-1、873cm-1等位移
峰組合可知，該副礦物為榍石。

強
度

強
度

圖7  白色棉狀物中輝石拉曼光譜圖（樣品號WFM4）
Raman spectrum of pyroxene with white cotton-like 
substance (Sample No. WFM4)

強
度

/a
.u

.

圖8  白色棉狀物中的副礦物拉曼光譜圖（樣品號WFM4）
Raman spectrum of accessory minerals in white cotton-like 
substance (Sample No. WFM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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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環繞和穿插了前兩者，且它們亦有灰度深淺差
異，反映了成分的變化。

圖10  樣品WFM4含白棉部位背散射電子圖像
Backscattered electron image of the part containing white 
cotton-like substance in sample WFM4

圖10為樣品WFM4某一含白棉部位的背散射電子
圖像，該處白棉中有不規則網脈狀分佈的榍石，
榍石分佈於已存在的礦物集合體顆粒的外圍間
隙。

5.2	電子探針成分分析
樣品WFM4的WFM4-1測試區代表性測試點見圖9
中的1、2、3、4號點，WFM4-2測試區代表性測
試點見圖10中的1、2、3號點，它們的化學成分
測試結果及其單位晶體化學式中陽離子的計算值
見表1。從表1可以看出，WFM4-1測試區1、2、
3、4號點前兩者為硬玉，後兩者為綠輝石，Jd佔
比分別為0.990、0.852、0.445、0.435，硬玉端員
依次降低，而Quad（即Wo+En+Fs）端員佔比依
次升高，分別為0.010、0.148、0.555、0.565。
WFM4-2測試區1、2點分別為硬玉和綠輝石，含
Jd端員分別為0.828、0.560，而含Quad分別為
0.172、0.440；3號點為榍石。

表1  樣品WFM4礦物的化學成分 Chemical composition of minerals in sample WFM4 

化學成分 4-1-1 4-1-2 4-1-3 4-1-4 4-2-1 4-2-2 4-2-3
SiO2 59.38 58.76 56.89 56.98 58.79 57.64 30.56
TiO2 0.34 0.3 0.09 0.03 0.44 0.15 35.06
Al2O3 24.8 20.62 10.54 10.24 19.86 13.53 1.63
Cr2O3 0.02 0.04 0.03 0.11 0 0.03 0.01
FeO 0.22 1.62 2.14 2.45 1.79 1.56 0.17
MgO 0.12 2.42 9.56 9.51 2.71 7.76 0.02
MnO 0.03 0 0.09 0.14 0.01 0.06 0.064
CaO 0.24 3.22 13.90 14.16 3.88 11.33 28.06
Na2O 14.52 12.95 6.85 6.61 12.6 8.42 0.06
K2O 0.02 0.01 0 0 0.01 0 0
Total 99.69 99.94 100.09 100.23 100.09	 100.48 95.63
Si 2.003 2.010 2.005 2.009 2.013 2.003 1.039 
Al 0.986 0.831 0.438 0.426 0.801 0.554 0.896 
Ti 0.009  0.008 0.002 0.001 0.011 0.004 0.065 
Cr 0.001 0.001 0.001 0.003 0.000 0.001 0.000 
Fe 0.006 0.046 0.063 0.072 0.051 0.045 0.005 
Mg 0.006 0.123 0.502 0.500 0.138 0.402 0.001 
Mn 0.001 0.000 0.003 0.004 0.000 0.002 0.002 
Ca 0.009 0.118 0.525 0.535 0.142 0.422 1.022 
Na 0.950 0.859 0.468 0.452 0.836 0.567 0.004 
K 0.001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XJd 0.990 0.852 0.445 0.435 0.828 0.560 /
XAe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
XWo 0.004 0.061 0.267 0.273 0.074 0.213 /
XEn 0.003 0.063 0.256 0.255 0.071 0.203 /
XFs 0.003 0.024 0.032 0.037 0.026 0.023 /

礦物種（亞種） 硬玉 硬玉 綠輝石 綠輝石 硬玉 綠輝石 榍榍石

測試單位：河北地質大學地質測試中心電子探針實驗室，測試人：魏浩。 
測試條件：工作電壓15KV，工作電流2×10-8μA。 

90https://zz1.co/ZBVlZ2022  Volume XLIII89 The Journal of the Gemmological Association of Hong Kong 90https://zz1.co/ccO1I

086-094_C2_7 pages_V9.indd   90086-094_C2_7 pages_V9.indd   90 19/9/2022   上午9:5319/9/2022   上午9:53



6	 討論
從危地馬拉高檔綠色翡翠的岩相學、電子探針背
散射電子(BSE)圖像及成分測試，可以觀察到其
主要組成礦物為硬玉和綠輝石。早期成礦作用
形成的產物為硬玉，其中所含的Jd端員接近理論
值，而Quad（即Wo+En+Fs）端員佔比很低，具
半自形-自形粒柱狀結構，顆粒明顯粗大。其後為
主成礦期，稍早階段形成的為細小硬玉集合體，
它們所含的Jd端員為0.9~0.8，而所含Quad端員
為0.1~0.2，這些化學成分向綠輝石過渡的硬玉對
早期的半自形-自形粒柱狀結構硬玉集合體發生了
廣泛而強烈的交代作用，使早期的硬玉集合體殘
剩無幾；稍晚階段形成的是細小綠輝石集合體，
化學成分中MgO和CaO含量很高，晶體化學式中
Jd端員為0.4~0.6，而所含Quad端員為0.6~0.4，
這些細小綠輝石集合體既交代同期稍早階段的細
小硬玉集合體，也交代早期更純的粗粒硬玉，交
代作用也很廣泛且強烈。主成礦期兩階段交代作
用的交代方式包括邊緣交代、穿插交代和穿孔交
代等。與危地馬拉一些其它顏色的翡翠中以具環
帶結構的自形硬玉晶體為主不同，危地馬拉高檔
綠色翡翠中廣泛分佈的是他形、不規則狀硬玉和
綠輝石，前者屬於Tsujimori和Harlow (2012)提
出的P型成因，危地馬拉高檔綠色翡翠中的細小
顆粒硬玉和綠輝石為交代型即R型成因[12-13]。在
危地馬拉高檔綠色翡翠的部分樣品中，可見糜棱
結構和超糜棱結構，意味著有的可以具有非常細
膩、致密、玉化程度很高的質地，如果組成礦物
化學成分適量，可以具有很高的品質。危地馬拉
更高品質綠色翡翠的產出，是值得期待和接受
的。

通過偏反光顯微鏡觀測和激光拉曼光譜分析，可
知在危地馬拉高檔綠色翡翠中普遍存在的白色棉
狀物，實際上是一組包裹體組合，主要由結晶相
的硬玉、榍石和殘餘的包括CO2、CO等成分的
流體相組成，結晶相的硬玉和榍石佔比很高，殘
餘的流體相也佔有較大比例，這樣的包裹體組合
應歸於流體熔融包裹體[14-18]。這種流體熔融包裹
體，由彼此相連和孤立的氣液包裹體組成的流體
包裹體群，與不規則熔體結晶相包裹體兩部分共
同構成。在被捕獲時，流體-熔融體可能是一個相
對均一的系統，隨著溫度、壓力的降低，流體-熔
融體系統中結晶出熔融體結晶相，剩餘的以流體
為主的成分被以流體包裹體的形式保留下來。這
種流體熔融包裹體，是形成危地馬拉高檔綠色翡
翠的成礦體系後期組分的殘留，它們的普遍存在
指示著這種翡翠也是從流體-熔融體系統中結晶形
成的，儘管它以交代型硬玉和綠輝石為主。早期
的半自形-自形殘留硬玉指示著它們可能屬於P型
成因，而細小硬玉和綠輝石集合體明顯屬於R型
成因。流體熔融包裹體中的流體相，含有CO2、
CO等成分，其中2145cm-1特徵拉曼位移峰最強，
指示著CO含量很高的強還原成礦環境。

危地馬拉高檔綠色翡翠中普遍存在的白色棉狀
物，固相部分多為“硬玉+榍石”的組合，即在
同一部位既有硬玉亦有榍石，但有時硬玉或榍石
可在結晶相中單獨存在（如圖4a、b和圖10）。
這表明在後期的流體-熔融體體系中結晶出硬玉
之後，通常有榍石結晶充填在剩餘的空間中，
但是由於殘剩的流體-熔融體的可流動性，先後
結晶的硬玉與榍石也可以彼此分離，但是相距
不遠，其實也是一種較近距離的“硬玉+榍石”
組合。最晚結晶的榍石充填在同期稍早的硬玉
乃至更早的硬玉、綠輝石組合的顆粒之間，因
此常呈不規則網脈狀分佈，見圖4a、b、圖10和
圖11。在危地馬拉高檔綠色翡翠的白色棉狀物
中，大量出現的後期硬玉與網脈狀榍石的組合，
可以作為危地馬拉高檔綠色翡翠與緬甸綠色翡翠
鑑別的重要參考特徵。本文團隊在較多數量緬甸
綠色翡翠樣品之中，沒有觀察到這樣的組合，至
少說明其分佈不普遍。尤為難得的是，後期硬玉
與網脈狀榍石可以通過激光拉曼光譜進行無損檢
測，因此既可以在研究所用的光薄片上測到，又
可以在合適大小的成品（戒面或戒指、珠鏈、掛
件及手鐲等）上測試到，其應用性前景較好。

圖11  危地馬拉高檔綠色翡翠中的網脈狀榍石 
（觀察樣品：a-WFM4；b-WFM5）
Reticulated sphenoid in high-quality green fei cui from 
Guatemala (samples: a-WFM4; b-WFM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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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研究者注意並測試到不同翡翠中的榍石，但
深入和系統研究較少。施光海(2012)觀察到緬甸
輝綠岩（墨翠）中的榍石[18]。吳以諾(2015)對危
地馬拉和緬甸翡翠中榍石進行了岩相學觀察、礦
物化學成分及其微量元素對比，在危地馬拉硬玉
岩中觀察到榍石以“金紅石核-榍石邊”組合的形
式出現，在綠輝岩中單獨出現；而緬甸翡翠中僅
在綠輝岩（墨翠）及有硬玉脈侵入的綠輝岩中觀
察到榍石，且在前者之中是以“鈦鐵礦核-榍石
邊”組合的形式出現的，在後者之中不見鈦鐵礦
核[6]。可見，前人研究的認識與本文觀察到的鮮
明特徵是相互佐證的。

本文團隊在其他產地的綠輝石交代型翡翠中，也
有觀察到網脈狀榍石，但是其不同的副礦物組
合，乃至主要礦物及副礦物組合明顯不同，因
此並不影響本文提出的“高檔綠色翡翠的白色棉
狀物中，大量出現的後期硬玉與網脈狀榍石的組
合，可以作為危地馬拉高檔綠色翡翠與緬甸綠色
翡翠鑑別的重要參考特徵”這一認識的應用價
值。有關更廣泛的礦物學對比研究及其標型特
徵，本文團隊將陸續與同行交流。

目前主流觀點認為：區分危地馬拉高檔綠色翡翠
與緬甸綠色翡翠，主要在於危地馬拉高檔綠色翡
翠是綠輝石質的而緬甸綠色翡翠是硬玉質的。本
文團隊認為這種區分方法，在較大概率上是有一
定參考意義的，但是不一定準確。從本文的研究
可知，危地馬拉高檔綠色翡翠早期形成半自形-
自形硬玉(Jd-Ⅰ)；主成礦期可分為兩個成礦階
段，稍早階段為向綠輝石過渡的硬玉化(Jd-Ⅱ)階
段，稍晚階段為綠輝石化(Omp)成礦階段，即使
是在這一期的產物中，仍可觀測到大量細小的早
階段硬玉殘留；在後期殘剩的成礦體系中，形成
的輝石族礦物亦為硬玉(Jd-Ⅲ)。可見，危地馬拉
高檔綠色翡翠中也是有較高含量的硬玉存在的。
另外，在緬甸綠色翡翠中，除了主要礦物成分硬
玉，也不乏綠輝石的存在，況且也不能排除緬甸
出產綠輝石含量較高的綠色翡翠。因此利用測定
主要礦物成分是綠輝石還是硬玉，或者相應的一
些譜學及成分測試，鑑別危地馬拉和緬甸產出的
高檔綠色翡翠需要謹慎。

7	 結論
危地馬拉高檔綠色翡翠，形成過程經歷了三個
主要成礦期，礦物組成及其演化順序為：硬玉 
(J d-Ⅰ)→硬玉(J d-Ⅱ)+綠輝石(O m p)→硬玉 
(Jd-Ⅲ)+榍石(Sph)。早期形成的硬玉(Jd-Ⅰ)化學
成分較純，具半自形-自形粒柱狀結構，顆粒粗
大。主成礦期稍早階段形成的硬玉(Jd-Ⅱ)，含有
較高的FeO、MgO和CaO含量，化學成分具有向
綠輝石過渡的特徵；主成礦期稍晚階段為大量顆
粒細小的綠輝石(Omp)交代早先的硬玉(Jd-Ⅰ、
Jd-Ⅱ)，殘留的硬玉與交代形成的綠輝石共存於

產物中；後期殘剩的成礦物質結晶形成了硬玉
(Jd-Ⅲ)+榍石(Sph)，呈充填結構，榍石呈網脈狀
構造分佈於硬玉或硬玉、綠輝石顆粒之間或微裂
隙之中。

危地馬拉高檔綠色翡翠中的白色棉狀物，屬於一
組固相包裹體與流體包裹體的組合，因兩部分所
佔比例均較大，因此不能簡單歸納為熔融體包裹
體或流體包裹體，而應歸納於流體熔融包裹體。
這種流體熔融包裹體，是形成危地馬拉高檔綠色
翡翠的成礦體系後期組分的殘留，它們的普遍存
在指示著這種翡翠也是從流體-熔融體系統中形
成。早期的半自形-自形殘留硬玉指示著它們可
能屬於P型成因，而主成礦期的硬玉和綠輝石明
顯屬於R型成因。流體熔融包裹體中的流體相，
含有CO2、CO等成分，其中2145cm-1特徵拉曼位
移峰最強，指示著CO含量很高的強還原成礦環
境。

目前主流觀點認為：區分危地馬拉高檔綠色翡翠
與緬甸綠色翡翠，主要在於危地馬拉高檔綠色翡
翠是綠輝石質的而緬甸綠色翡翠是硬玉質的。本
文作者認為這種區分方法，在較大概率上是有一
定參考意義的，但是不一定準確。高檔綠色翡翠
的白色棉狀物中，大量出現的後期硬玉與網脈狀
榍石的組合，可以作為危地馬拉高檔綠色翡翠與
緬甸綠色翡翠鑑別的重要參考特徵。糜棱結構和
超糜棱結構的存在，意味著危地馬拉更高品質綠
色翡翠的產出，是值得期待和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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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acteristics of   
Major Minerals in Fei Cui 

 
 
 
 
 
 

翡翠主要礦物的特點 
 

 

              CChheemmiiccaall  FFoorrmmuullaa  化化學學通通式式  ::        XX            YY      [[SSii22OO66]]  
                                                                                  JJaaddeeiittee    硬硬玉玉  ::            NNaa                AAll      

                                                              OOmmpphhaacciittee    綠綠輝輝石石  ::        CCaa,,  NNaa        MMgg  

                                                  KKoossmmoocchhlloorr    鈉鈉鉻鉻輝輝石石  ::              NNaa                CCrr  

   X (= M2)   Y (= 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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