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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ianhuang is a precious gemstone 
originating in Shoushan village, Fuzhou City, China. 
It has a very important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status, especially within the Chinese communities. 
The mineral composition, chemical composition, 
micro-morphology characteristics and lit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have been studied using x-ray 
powder diffraction, 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e 
and laser ablation inductively coupled plasma mass 
spectrometry.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major 
mineral components of Tianhuang are dickite, 
nacrite and illite with compact structure and low-
porosity. The chemical composition of Tianhuang 
generally contains the element K. The main 
reasons for the lit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fine, 
compact, moderate, moist, coagulate, greasy” are 
the physical properties of the mineral composition 
and micro-struc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Tianhuang.

Key words : Shoushan T ianhuang, minera l 
composition, microscopic morphology, litholog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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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田黃是產於中國福州市壽山村的名貴玉
石，具有非常重要的歷史文化地位。本文採用X
射線粉末衍射儀、激光剝蝕等離子質譜儀和掃描
電子顯微鏡對壽山田黃開展礦物組成、化學成分
和顯微形貌分析並討論其石性特徵。結果表明壽
山田黃以地開石、珍珠陶石和伊利石為主要礦物
成分，化學成分中普遍含有K元素，不同質地田
黃的顯微形貌特徵顯示其內部結構致密，孔隙度
低。田黃主要礦物成分的物理性質和顯微結構特
徵是形成其“細、結、溫、潤、凝、膩”六大石
性特徵的根本原因。

關鍵詞：壽山田黃，礦物組成，顯微形貌，石性
特徵

福建壽山所產的田黃是中國特有的名貴玉石品
種，也是壽山石中最為珍貴的品類（如圖1），
其憑借天然的濃黃色澤，加之“福、壽、田”的
美好寓意，被尊為“石帝”，作為帝王寶璽和祭
天之物，成為權力和信譽的象徵，具有重要的歷
史價值。田黃具有“細、結、溫、潤、凝、膩”
六大的石性特徵，成為書畫藝術載體的延伸，具
有重要的文化價值[1]。自古以來就有“一兩田黃
十兩金”之說，如今田黃原石和雕刻作品在國內
外拍賣市場的成交價格常常高達數千萬人民幣。

歷經數百年的開採，福州壽山村壽山溪及沿溪兩
側的田黃資源早已不再富饒。清代詩人查慎行曾
用“掘田田盡廢，鑿山山為空”描述當時的開採
狀況。2010年福州“壽山石”獲准成為國家地理
標誌保護產品，同年修訂並重新頒布了《福州市
壽山石資源保護辦法》，依據國家“綠水青山就
是金山銀山”的科學論斷，嚴格管理壽山石及田
黃開採，保護壽山石及田黃礦產資源。本文主要
針對壽山田黃的成分特徵以及其六大石性特徵展
開研究和討論。

1	 田黃的主要礦物成分
X射線粉晶衍射測試(XRD)能夠對岩石或礦物集
合體的礦物組成進行準確的分析，包括對礦物多
型結構的區分。本文對壽山田黃開展XRD測試，
其代表性的測試結果如圖2所示，相對應的田黃
樣品見圖3。依據XRD結果分析獲得組成田黃的
主要礦物成分，可將其劃分為三種類型：地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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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田黃作品《第一把玩》，尺寸3.7×7×3.6 cm，重110 g（陳達 作）
Tianhuang carving 《Di Yi Ba Wan》, 3.7×7×3.6 cm and 110 g (Carver: Chen Da)

質、珍珠陶石質和伊利石質，其中，地開石質田
黃根據結構的有序性又可分有序地開石質和無序
地開石質兩類；同時，XRD測試結果表明不同質
地田黃可能含有次要礦物成分，地開石質田黃中
可含有珍珠陶石和伊利石，珍珠陶石質田黃可能
含有地開石和伊利石，而伊利石質田黃通常以單
礦物集合體的形式存在，主要為2M1型伊利石，
可含有少量1M型伊利石[2]。

2	 田黃的化學成分特徵
高嶺石族礦物主要有高嶺石、地開石和珍珠陶石
三種多型，它們均為TO型層狀硅酸鹽礦物，一般
為二八面體型結構，無層間離子，高嶺石族礦物
理想化學式為Al4[Si4O10](OH)8

[3]。伊利石是二八
面體型黏土礦物，其晶體結構與2:1型雲母十分相
似，即為TOT型單元層結構；國際新礦物命名委
員會雲母分會將伊利石定義為層間缺失的二八面
體白雲母，半晶胞層間離子數為0.6~0.85[4]。

對 不 同 質 地 類 型 的 壽 山 田 黃 採 用 激 光 剝 蝕 等
離子質譜儀（LA-ICP-MS）開展近無損的化學
成分分析，代表性的測試結果見表1。獲得地
開石質田黃中地開石的平均晶體結構化學式為
(Al3.88K0.23Ca0.07)Σ=4.18(Si3.96Al0.04)Σ=4O10(OH)8，珍
珠陶石質田黃中珍珠陶石的平均晶體結構化學式
為(Al3.80K0.54Ca0.03)Σ=4.37(Si3.98Al0.02)Σ=4O10(OH)8，
伊 利 石 質 田 黃 中 伊 利 石 的 平 均 晶 體 結 構 化 學
式為K0.67Na0.02Ca0.01(Al2.05Fe0.01)Σ=2.07(Si3.12Al0.88)
Σ=4O10(OH)2。化學成分分析結果表明壽山田黃中
K離子普遍存在。

圖2  不同礦物組成壽山田黃的代表性XRD圖譜
Typical XRD spectra of Tianhuang Stone from Shous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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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田黃的顯微形貌特徵
採用掃描電子顯微鏡的二次電子成像技術觀察礦
物集合體的新鮮斷口面可清晰的認識礦物顆粒的
結晶形態和集合方式。理想的層狀硅酸鹽礦物單
晶顆粒顯示為平行於(001)的假六方板狀或者半自
形及他形片狀。

地開石質田黃的顯微形貌特徵如圖4所示，結果
顯示地開石晶體呈他形薄板狀或片狀，單晶體通
常不完整，邊緣不規則，解理發育；地開石晶體
在三維空間呈無規則排列，單晶顆粒之間界限不
清晰，顆粒之間結構致密，孔隙度低。

珍珠陶石質田黃的顯微形貌特徵與地開石質田黃
相似（圖5），珍珠陶石晶體呈他形薄板狀或片
狀，部分單晶形態完整，可見假六方薄板狀晶
體，同時，單晶體厚薄不均，可見由解理形成的
薄層結構。珍珠陶石晶體在三維空間排列無定向
性，顆粒之間結構致密，孔隙度低。

表1  部分壽山田黃樣品的LA-ICP-MS測試結果（wt%）
LA-ICP-MS results of typical Tianhuang Stone samples (wt%)

樣品號 Na2O MgO Al2O3 SiO2 P2O5 K2O CaO TiO2 MnO TFeO
TH1  0.14  0.027 40.2 50.4  0.057 8.52  0.19 0.0022  0.0012  0.20
TH2  0.049  0.018 43.8 52.3  0.02 3.51  0.097 0.0023  0.0023  0.12
TH3  0.027  0.0094 41.5 52.6  0.01 5.64  0.079 0.0014  0.0005  0.065
TH4  0.0076  0.0014 46.6 51.5  0.37 0.31  0.73 0.0008  0  0.073

圖3  不同礦物組成的壽山田黃樣品。 
TH1：伊利石質，TH2：無序地開石質，TH3：珍珠陶石質，TH4：有序地開石質
Tianhuang Stone samples from Shoushan. 
TH1: Illitic Tianhuang, TH2: Disordered dickitic Tianhuang, TH3: Nacritic Tianhuang, TH4: Ordered dickitic Tianhuang

圖4  地開石質田黃的顯微形貌像。a、c. 新鮮斷口面上的
有序地開石晶體；b、d. 新鮮斷口面上的無序地開石晶體
Micro-morphology images of dickitic Tianhuang.   
a, c. Ordered dickite crystal on the fresh fracture surface  
b, d. Disordered dickite crystal on the fresh fracture surf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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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  珍珠陶石質田黃的顯微形貌像。 
a、b. 新鮮斷口面上的珍珠陶石晶體
Micro-morphology images of nacritic Tianhuang.  
a,b. Nacrite crystal on the fresh fracture surface

伊利石質田黃的顯微形貌特徵如圖6所示，伊利
石晶體顆粒呈半自形或他形片狀或薄片狀，單晶
體邊緣不規則，伊利石晶體在三維空間分佈具有
一定的定向性，可呈鱗片狀或疊摞成書本狀分
佈，集合體結構致密，顆粒之間孔隙少。

圖6  伊利石質田黃的顯微形貌像。 
a-d. 新鮮斷口面上的伊利石晶體
Micro-morphology images of illitic Tianhuang.  
a-d. Illite crystal on the fresh fracture surface

4	 石性特徵
田黃六德“細、結、溫、潤、凝、膩”是對其石
性特徵的形象描述，同時也是其主要組成礦物的
物理性質和顯微結構特徵的外在表現。

“細”表示田黃作為名貴玉石結構細膩。基於掃
描電鏡下的顯微形貌特徵可知，組成田黃的層狀
硅酸鹽礦物地開石、珍珠陶石和伊利石的薄片狀
單晶體顆粒的粒徑基本小於20 μ m，厚度基本小
於1 μ m。因此，組成田黃的礦物顆粒細微、結
合緊密，形成其細膩的結構特徵。

“結”表示田黃質地結實、結構致密。田黃的顯
微形貌特徵表明組成田黃的礦物集合體的孔隙度

低、顯微結構致密；同時，田黃的形成經歷了搬
運、水岩反應等次生環境的改造作用，可能有助
於田黃形成更為致密的質地。

“溫”表示在觸摸田黃時手感溫和。歸因於組成
田黃的主要礦物成分地開石、珍珠陶石和伊利
石的導熱性較低。例如，貴金屬銀的導熱系數
為412 W/m•K，花崗岩的導熱系數為2.68~3.35 
W/m•K，而地開石、珍珠陶石以及伊利石的導
熱系數僅約0.3~0.6 W/m•K。

“潤”表示田黃拋光後觸感光滑、潤澤。組成田
黃的主要礦物成分地開石、珍珠陶石和伊利石為
含水的層狀硅酸鹽，硬度低，其摩氏硬度介於
2-3[5]；同時顯微形貌觀察顯示其礦物集合體結構
致密且解理發育，因此，田黃拋光後石質潤澤、
不乾、不燥、不糙。

“凝”表示田黃像凝結的油脂且具有一定的透明
度。多晶質集合體的透明度與礦物顆粒的形態、
大小和礦物集合體排列方式密切相關。組成田黃
的礦物晶體顆粒細小且大小較為均勻，晶體顆粒
之間孔隙率小，這是隱晶質集合體寶石具有一定
透明度的基礎。

“膩”表示田黃具有油脂感，即具油脂光澤。組
成田黃的主要礦物成分地開石、珍珠陶石和伊利
石的折射率較低，通常點測折射率為1.56[5]；同
時，其礦物集合體結構致密、細膩、孔隙度小，
共同造就了田黃柔和的光澤，顯示為油脂光澤。

5	 結論
壽山田黃主要的礦物成分均為含水層狀硅酸鹽礦
物，按照礦物組成可分為地開石質、珍珠陶石質
和伊利石質三種類型，其中地開石質可分為有序
地開石質和無序地開石質。組成田黃的礦物單晶
顆粒細小，結構致密，孔隙度較低。田黃典型的
“細、結、溫、潤、凝、膩”的石性特徵與其主
要礦物成分的物理性質和顯微結構特徵緊密相
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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