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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吕林素 吴晓兵/文

图片提供：云南石雅宝石及矿物晶体博物馆
香港时代珠宝

轻柔馨香的琥珀

托帕石色彩美丽、晶莹透明、璀璨夺目，被誉为“友谊之石”，象征

力量、智慧和勇气，是射手宫/座的守护石，其中“帝王托帕石”和蓝色托

帕石分别是结婚23周年和13周年纪念石。托帕石早在15～20世纪的传统生辰

石中就是十一月生辰石，在世界上有代表性的14个国家及国际上有关宝石组

织的生辰石列表中都将它作为十一月生辰石。考虑到世界上托帕石资源丰

富，并且我国也有产出，托帕石又深受国人喜爱，所以在中国十二生辰石建

议方案中对托帕石予以保留。

黄晶因温暖朴实的颜色及焕发活力的闪耀，在浅色宝石中极受追捧。

象征希望、快乐、青春、健康、忠贞的黄晶还是结婚13周年纪念石。在世界

上有代表性的14个国家及国际上有关宝石组织的生辰石列表中，黄晶作为

十一月生辰石的使用频率为4次。考虑到世界上黄晶（多由紫晶改色而成）

资源较为丰富，并且我国也有产出，黄晶又因价格亲民而赢得国人喜爱，所

以在中国十二生辰石建议方案中对黄晶予以保留。

琥珀以色彩绚丽、光泽明亮、质轻柔软、触感温润著称。琥珀主要是

松柏科等植物所分泌的树脂经过亿万年锤炼而成，具有极高药用价值，因

而被誉为“长寿之石”。琥珀还是罗马尼亚的国石，预示着安定、吉祥和

幸福。琥珀那宛如阳光般温暖和闪耀的金黄色，可与欧美传说中十一月生辰

石——托帕石和黄晶的色彩相媲美。考虑到世界上琥珀资源较为丰富，我国

也有产出，象征着高贵、古典、含蓄、快乐和长寿的琥珀特别是蜜蜡近年来

倍受国人追捧，因而，建议将琥珀作为我国十一月生辰石之一。

托帕石、黄晶和琥珀

琥珀是远古特定植物的分泌物——

树脂埋藏于地下经过漫长岁月演变而

成、能达到工艺要求的有机质混合物。

琥珀蕴藏着亿万年前地球上的生命遗

迹，更凝聚着亿万年的生物能量，从而

演绎出无数美丽的神话传说，数千年来

一直是人类的至爱。

琥珀极其轻巧，密度小到可漂浮

在饱和食盐溶液中，是自然界中最轻的

宝石；质地柔软，硬度低到可被指甲划

伤，不过也可雕刻工艺品或切磨成手镯

佩戴；气息醇香，当摩擦、受热或燃烧

时，会散发出淡淡的芳香气味。

鲸分泌的带香味的油”；或源自拉丁语

“Ambrum”，意思是“精髓”。

此外，琥珀还有10余个别称。譬

如，罗马人称之为“浅黄色琥珀”——

波罗的海琥珀主要呈浅黄至金黄色，希

腊人称之为“电石”——摩擦可带电

荷，德国人称之为“燃烧石”——能燃

烧，会释放出芳香气味。	

“琥珀”这一术语在我国最早出

现于西汉初年。据世界著名地质学家和

地质科学史家章鸿钊先生考证，琥珀古

称育沛、瑿玉、虎珀、顿牟、虎魄、江

珠、光珠及兽魄等。

名称由来
琥珀英文名称为Amber，源自阿

拉伯语“Ambergris”，意思是“抹香

金珀吊坠，背面可见风化纹。吕林素/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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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还出现了一些琥珀细分品种

名称，包括瑿珀、血珀、金珀、蜜腊、

水珀、明珀、香珀、蜡珀、石珀、花珀

及灵珀等。今坊间仍流行将透明者称为

琥珀，而将半透明至不透明的琥珀习称

为蜜蜡。

按照我国《珠宝玉石	名称》标准

（GB/T	16552－2010）规定，宝石级树

脂化石以琥珀（Amber）称之，并列举了

几个重要的琥珀品种，包括蜜蜡、血珀、

金珀、绿珀、蓝珀、虫珀和植物珀。

文化传承
人类认识和利用琥珀的历史悠久，

最早可追溯到距今1.5万～1.1万年以前

的旧石器时代。在东方，琥珀同样受到

各民族特别是阿拉伯、波斯、土耳其和

中国人的珍爱。

古代国外，琥珀是神灵、财富与美

丽的象征。

琥珀是神灵的象征。数千年来，

琥珀被赋予了许多神秘的色彩。根据希

腊神话，琥珀是由法厄同（太阳神宙斯

的儿子）之妹——赫利阿得斯悲痛的眼

泪凝结而成的；太阳神阿波罗从奥林匹

斯山被流放时曾流下琥珀般的眼泪。更

浪漫的是，古希腊人认为琥珀是由太阳

沉入大海时所脱落的阳光碎片凝结而成

的。

传说，琥珀是个人能量与宇宙能

量及个人灵魂与宇宙灵魂的分水岭，并

且其颜色往往被用来表现圣人和英雄，

因而被视为神圣的饰物。中世纪时，波

罗的海琥珀因被用作宗教器物而风靡一

时。公元13世纪，琥珀曾被势力强大的

宗教集团所垄断，像当时的德国就设有

总管琥珀的专员。琥珀具有电学特性，

佩戴琥珀饰品可获得其释放的多余能量

而被用作护身符。

琥珀是财富的象征。公元前2000

年，古欧洲人就已开发利用波罗的海的

琥珀，精明的地中海商人采购回去换取

同等质量的黄金，琥珀因而有“北方黄

金”之称。公元前1600年，波罗的海沿

岸的原住民就将琥珀当作货币。公元前

900年，西亚的腓尼基商人远涉重洋到波

罗的海采集琥珀，缅甸琥珀也被腓尼基

商人带到希腊诸国。

琥珀是美丽的象征。古罗马人赋

予琥珀极高的价值，认为佩戴和赏玩琥

珀可延年益寿、青春永驻。公元一世纪

时，罗马尼禄皇帝还遣师驻采于波罗的

海，从此开辟了著名的“琥珀之路”。

古欧洲人十分珍视琥珀，认为它与

金、银同样贵重，主要用作皇室和贵族

珠宝。一些世界知名的琥珀艺术精品收

藏于世界上一些著名的博物馆中，如马

切尔棺材和爱马仕雕就收藏于波兰马尔

堡城堡博物馆。最值得浓墨重彩描述的

是，号称“世界第八大奇迹”的俄罗斯

“琥珀厅”的辉煌历史——

缘起于普鲁士国王腓特列一世的构

想；1711年，耗用6吨琥珀切磨、镶嵌、

雕刻、装建于柏林宫殿中；1716年，被

赠送给俄国沙皇彼得大帝，以见证两国

共同抵御瑞典获得成功；1765年，又在

圣彼得堡的叶卡捷琳娜宫中被扩建完

成；1917年，在俄国十月革命中幸免于

难；1941年，在“二战”中被德国洗劫

一空，最后毁于一场大火；2003年，历

经20载重建的琥珀厅——完美再现了昔

日的辉煌。

中国古代，琥珀被视为吉祥珍贵

之宝。

我国对琥珀的认识和利用可能肇

始于商代，而琥珀最早的文字记载始于

《山海经》，其中的“育沛”或“瑿

玉”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琥珀。

春秋战国时，琥珀主要用做佩饰。

两汉时，琥珀是仅供皇室、贵族及官僚

享用的奢侈品，是使用者地位、财富和

奢华生活的象征。三国至南北朝时，琥

珀同样多限于皇室和高级官僚享用，并

且价格不菲，南北方均较为流行。琥珀

制品除首饰（如琥珀钏、琥珀指环等）

外，还有日用器（如琥珀瓶杓等）和陈

设器（如琥珀如意等），绝大部分仍为

小件饰品，尚不见琥珀容器。

唐宋时，琥珀不仅被用作饰物（多

为工艺精湛的饰品），而且体积可观的

实用器皿（包括杯、盅、盏、枕、碟、

盒等）盛行，更被用做佛教重宝——庙

堂圣器——祭神供品，为“佛教七宝”

之一。琥珀成为宋宫廷服饰的一部分，

还作为寄情之物频现于唐诗宋词中，作

为酒具的琥珀杯更被盛赞吟咏。

辽金时，或许由于抚顺琥珀矿的发

现并被辽王室控制，或许由于波罗的海

琥珀通过西北“丝路”和草原“丝路”

大量输入，琥珀业在短时间内迅速发

琥珀方牌，产自缅甸。建祖工坊藏，
吕林素/摄

琥珀耳烛，缅甸少数民族耳饰，外形酷似
蜡烛。吕林素/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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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琥珀艺术成就也随之达到巅峰。辽

代琥珀按其功能可划分为装饰、佛教和

丧葬用品，其中以琥珀璎珞、手把件最

具特色。琥珀在辽代服饰领域更是独领

风骚，其中最值得称颂的要数内蒙古奈

曼旗辽代陈国公主与驸马合葬墓出土的

琥珀佩饰竟多达2101件，两人几乎被琥

珀所覆盖。

明清时，琥珀的使用更为广泛，

但仍同金、玉一样珍稀，也是等级地位

的标志。作为定制，明代帝王常服束带

间用金玉琥珀装饰，庶民巾环不得用琥

珀；清代帝王在地坛礼地时必须佩琥珀

朝珠，皇亲国戚及贵夫人穿朝服时需挂

一两串琥珀朝珠。

清王朝对琥珀特别喜欢。琥珀主

要被制成朝珠、首饰、服饰、器皿（包

括鼻烟壶、杯盘和盒瓶等）、文房用品

（包括笔洗、笔架、镇纸和印章等）及

陈设器（包括观音像、佛像、花插、山

子及如意等）供宫廷、贵族和大官享

用，在故宫博物院中也有珍藏。俄国沙

皇还曾把琥珀作为国礼馈赠清朝皇帝。

实际上，历代皇室、贵族所用琥

珀除少量为抚顺琥珀以外，大量缅甸琥

珀和波罗的海琥珀都通过西南的、西北

的、北方草原的和海上的“丝路”4个方

向涌入我国境内。

了解品类
琥珀，是地质历史时期的树脂植物

（包括松科、柏科、南洋杉科、豆科及龙

脑香科等）所分泌的树脂、埋藏于地下经

地质作用形成的成熟的树脂化石，主要由

琥珀树脂、琥珀酸和挥发分等多种有机物

组成，其成分会随着植物属种不同而有

所变化，多呈黄、橙、褐和黑色及稀少的

蓝、绿和红色，主要由杂质元素和有机物

所致，有的是由强荧光所致。

世界上琥珀因产地众多、产状不

同、特征各异且相互叠加而有不同的分

类方案，目前还没有国家标准进行规

范，加之新品种不断涌现，可以说琥珀

的分类是一个动态过程。

参照张蓓莉《系统宝石学》及李

海波和张钧《琥珀辨假》的论述，按颜

色、透明度、荧光强弱、纹饰、有无特

殊光学现象、有无明显的香味及有无动

植物包裹体等特征，笔者从市场角度梳

理出15个常见琥珀品种——

金珀：指体色呈明黄色至金黄色及

橙色的透明琥珀。其中称浅黄色者为明

珀，颜色极浅者称水珀。

蓝珀：指体色呈不同色调的黄色

甚至棕红色，在紫外光（或阳光）照

射下，衬以黑色背景，会发出强烈的

蓝、绿蓝及蓝绿色荧光的透明琥珀，

包括金蓝珀、高蓝珀、天空蓝珀及蓝

绿珀。主要产于多米尼加、缅甸和墨

西哥。

血珀：指体色甚至表面呈血红色

（或酒红色）的透明琥珀，包括金红

金珀吊坠，净度差，肉眼可见包裹体。
吕林素/摄

蓝珀平安扣，产自多米尼加。时代珠宝提供

金红珀手镯及镯芯，产自缅甸。
晨光珠宝藏，吕林素/摄

珀（或红中带黄，或呈金血双色，或表

面呈红色而内部呈黄色）、樱桃红珀

（佩戴身上色透亮，且风化速度稍慢一

些）、酒红珀（对光看很美，佩戴身上

色偏深）、瑿珀（反射光下为黑色不透

明，透射光下呈血红色）及血茶珀（美

在色泽透亮，但颜色几乎没有变化，缅

商为了提高其品级而归于茶珀中），前4

者均由浅色琥珀氧化而成，但氧化层的

厚度各不相同。

绿珀：指体色呈不同色调的绿色

（如淡绿、黄绿、草绿及菠菜绿）的透

明琥珀。譬如，缅甸琥珀中的柳青珀，

因宛如柳树叶颜色而得名。其最大的特

点是，颜色偏绿，透光发绿，白炽灯下

更绿；表面可有机油光；发蓝白荧光；

但无留光效应，也无色变效应。

棕珀：指体色呈不同色调的棕色

的透明琥珀，包括金棕珀（金珀底，多

有棕红色流淌纹，黑、白底颜色保持不

变）、棕红珀（透光下更红）、紫罗兰

珀（阳光下甚至透射光下泛紫色，包括

柳青珀手镯及镯芯，产自缅甸。
石雅珠宝提供

《
消

费
指

南
》

杂
志

社
  版

权
所

有



消费指南 2017.11 33

蜜”，否则容易引起混淆）。这是缅甸琥

珀中特有的品种。

花珀：指包含有“睡莲叶”状炸裂

纹——宛如太阳光芒般熠熠闪光的透明

琥珀，包括金花珀和红花珀。而古代指

多种颜色相间且不均匀者。

棕红紫罗兰珀和金棕紫罗兰珀）及彩虹

珀（阳光下呈七彩色）。

茶珀：指具有留光效应（把光留

住——吸光现象，在黑暗环境中，强光

照射珀体，移走光源，光可在珀体上停留

几秒，可能含磷所致）、颜色变化（在

黑、白底上呈现2种甚至多种截然不同的

体色）及明显的“机油光”（指在黑色背

景上，在强光照射下，珀体表面的反光或

所泛色彩）等特殊光学现象的透明琥珀，

因酷似红茶水或绿茶水般浓郁厚重的颜色

得名。包括红茶珀（体色以红为主，像红

茶水，黑底阳光下呈红紫色，发粉或粉紫

荧光）、绿茶珀（体色以绿为主，像绿

茶水，黑底阳光下呈粉紫色，发蓝白荧

光）、红绿茶珀（双色品种）及变色龙

（颜色会随着光线强弱、观察角度、背景

颜色等的变化而变化。在强光下泛绿色

“机油光”，仿佛表面有一层绿膜；透光

部位泛红色。其中以红茶变色龙最具代

表性，但最好不要称为“绿珀”或“绿

虫珀：指包裹有动物遗骸（以昆虫

为主或是其他小生物）及毛发的琥珀。

主要产于缅甸、多米尼加和我国（辽宁

抚顺）。

植物珀：指内含植物碎片包括根、

茎、叶、花瓣及种子等的琥珀。

孢子珀：指内含形似植物孢子的囊

或空腔多呈密集排列且被其他杂质充填

的透明琥珀。

水（沙）胆珀：指内部有较大空间

并封存有液体和/或气泡甚至固体沙砾的

透明琥珀。

矿物珀：指含有矿物包裹体如方解

石、石英、长石、黄铁矿等的透明琥珀。

蜜蜡：指体色呈各种颜色且呈半透

明至不透明的琥珀，因其质感似蜡，色

泽似蜜，故名。质佳者温润如玉。我国

古代称之为蜡珀；欧美人称之为Hon-

eyamber，即蜜珀。主要产于波罗的海

和缅甸。

蜜蜡按体色可划分为黄蜜（包括黄

花蜡、棕黄蜜、柠檬黄蜜和蛋黄蜜等，其

金棕珀印章，产自缅甸。石雅珠宝提供

茶珀手镯，产自缅甸。石雅珠宝提供

红花珀，内部“睡莲叶”（鳞片）无放射
状“叶脉”，产自缅甸。石雅珠宝提供

虫珀，产自缅甸。石雅珠宝提供

植物珀，产自缅甸。石雅珠宝提供

孢子珀，产自缅甸。石雅珠宝提供

沙胆珀，产自缅甸。石雅珠宝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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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以鸡油黄最佳）、白蜜（包括白花蜜或

白花蜡、茶绞白蜜及不透明的白蜡——骨

珀等）、棕蜜、灰蜜、血蜜、金棕蜜（金

棕红蜜）、绿蜜及柳青蜜等；按花纹可划

分为金沙蜜、金绞蜜（指透明的金珀与

半透明的蜜蜡互相交织在一起，并形成

一种黄色的具有绞缠状花纹的琥珀）、

金飘蜜（包括金蓝飘红蜜、金棕蓝底飘

红蜜等）及金包蜜（又叫珍珠蜜或鸡蛋

蜜，即半蜜半珀——指透明的琥珀包裹

着不透明的蜜蜡）。

根珀：亦称“珀根”，指各种颜

色且完全不透明的琥珀，包括全根珀

（如白根珀、黑根珀和褐根珀等，当深

棕色与白色交错时，抛光后可呈现出大

理石般的美丽花纹）、半根半珀（如花

根珀、白花珀根等，黑白相间，花纹缠

绕）及半根半蜜（即根蜜，如白根蜜、

白绞根蜜），其最大特点是含有大量微

晶方解石等矿物包裹体。这是缅甸琥珀

中的独有品种。

溶洞珀：指从外壳到内部具有

明显的圈层构造，即“根（完全不透

明）－蜜（微透明至半透明）－珀

（全透明）”的层次感，且酷似溶洞

或鸟巢的琥珀，如白根溶洞蜜、紫罗

兰溶洞蜜及血茶溶洞蜜等，其最大的

特点是根和/或蜜形成半包裹状，且内

心都必须是透明的珀。这是缅甸琥珀

中的独有品种。

褐色，甚至呈稀有的蓝色、绿色、黑

色。在琥珀市场上，通常浅红色琥珀比

金色琥珀更有价值，金色琥珀又比黄色

琥珀更有价值。

除颜色鲜艳纯正的金珀、血珀和蓝

珀非常受欢迎以外，茶珀、柳青、瑿珀

及白蜜、白根珀等独特品种近年来因稀

少而价高。棕珀是缅甸琥珀中的一个大

珀种，约占70%左右，相应的价格要低

一些。

琥珀的基本性质

材料名称 琥珀

化学成分
有机质而非矿物质，C

10
H

16
O，可含

H
2
S

结晶状态 非晶质体

颜色
浅黄色、黄色、橙色、褐色、红色、

白色

光泽 树脂光泽

透明度 透明至不透明

折射率 1.540	(+0.005，-0.001)

双折射率 无

光性特征 均质体，常见异常消光

摩氏硬度 2～2.5，缅甸琥珀：2.5～3

解理 无，断口贝壳状极为显著

密度

（g/cm3）
1.08	(+0.02，-0.08)

紫外荧光
弱至强，黄绿色至橙黄色、白色、蓝

白或蓝色

放大检查
气泡，流动线，昆虫或动、植物碎

片，气液包裹体及矿物杂质

特殊性质 热针熔化，并有芳香味，摩擦带电

据我国《珠宝玉石 鉴定》标准（GB/T 16553－2010）

黄蜜蜡吊坠，产自波罗的海。吕林素/摄

全根珀手镯，产自缅甸。吕林素/摄

溶洞珀手镯芯，产自缅甸。吕林素/摄

各色琥珀手镯及镯芯，产自缅甸。石雅珠宝提供

选购要领
无论挑选琥珀首饰还是雕件，均可

参照GIA网络（https:	 //www.gia.

edu）资料，从颜色、净度、切工和块

度等4个方面入手，进而兼顾特殊光学现

象、产地进行综合价值评估。

颜色：要求鲜艳纯正、稀少珍贵。

琥珀的颜色十分丰富，可以呈黄

色、金黄色、白色、橙色到红棕色、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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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度：要求纯净无瑕、包体完美。

通常来说，透明的琥珀比混浊的琥

珀更有价值。对于缅甸血珀来说，由于

其自身特点决定它难逃“网纹状”风化

纹的命运，不过有些风化纹宛如“蜘蛛

纹”，布满全身，反而增加美感。

蜜蜡对瑕疵的容忍度相对较高，因

其透明度较差，即使其中含有一些杂质或

流淌纹或绺裂影响也不太大。像流淌纹，

对蜜蜡几乎没有影响，若能形成美丽的图

案，还可加分；像一些较小的绺裂，若不

影响蜜蜡安全性，可置于背面或不显眼的

位置，当然也会降低其品级。

无论是虫珀、植物珀，还是孢子

珀、水胆珀、沙胆珀，抑或是溶洞珀，

珀体都要求通透干净，一眼可见清晰完

整的昆虫、树叶、大而晃动的水胆甚至

气泡或“根－蜜－珀”构成的美丽风

景，这些属于“隐藏”的美丽。

切工：要求款式简洁、抛光精细。

相对来说，琥珀的切工通常不太重

要。它可以切磨成各种各样的形状，包括

珠形、弧面形和自由形抛光件。琥珀也可

以被切磨成刻面型宝石，但这很罕见。

对于小块琥珀，通常遵循其原石形

状抛光成自由形状，按其大小可以被镶

嵌成或用线串成巴洛克式珠宝首饰，包

括胸坠、耳饰、项串、手串、手镯和戒

指等。

对于大块琥珀，通常切磨成手镯

（所有手镯都带镯芯一同销售），可雕

刻成陈设品，有的具有风景图案或动植

物的琥珀随形抛光成摆件，均要求抛光

精细。

块度：要求厚重大气、适合佩戴。

琥珀的克拉重量可精确测量，通

常以克为单位。由于琥珀的相对密度

比饱和盐水还低，即使在大尺寸的情

况下也感觉很轻，这使得在琥珀首饰

中使用相当大的尺寸成为可能。即使

琥珀首饰特别是胸坠、耳坠和手镯非

常夸张、醒目、霸气，佩戴仍感觉非

常舒适。

产地：世界上琥珀的产地众多，

主要有波罗的海（由波兰、立陶宛、俄

罗斯、乌克兰、丹麦、德国、瑞典组

成）、缅甸、多米尼加、墨西哥及我国

抚顺等地，其次还有意大利、罗马尼

亚、挪威、英国、新西兰、黎巴嫩、日

本、美国及加拿大等国。

缅甸血珀，表面有风化纹。

晨光珠宝藏，吕林素/摄

血茶珀吊坠，珀体通透干净，产自缅甸。
石雅珠宝提供

刻面型和弧面形琥珀，产自缅甸。
晨光珠宝藏，吕林素/摄

紫罗兰珀手串，产自缅甸。石雅珠宝提供

绿茶手镯，黑白背景下对比，产自缅甸。石雅珠宝提供

银镶金绞蜜配水草玛瑙和月光石吊坠。
吕林素/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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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选购琥珀时，首先颜色很重

要，在众多琥珀中，颜色金黄的金珀、

血红的血珀、天空蓝的蓝珀及洁白的蜜

蜡和根珀都是不可多得的佳品。注意，

有的血珀仅表面薄薄一层，其体色可呈

任何颜色；若风化层厚或完全氧化则整

体都是血珀。其次，尽量挑选块体较大

的琥珀，越大的琥珀越有价值。第三，

目前珠宝市场上80%以上的琥珀都来自波

罗的海，其次是缅甸、墨西哥和多米尼

加的琥珀。对于消费者来说，无论来自

哪个产地的琥珀，只要品质好、性价比

好即可。

若想选购到心仪的琥珀，必须注意

以下4个方面：

一是明晰优化处理琥珀。在珠宝市

场上，琥珀往往通过优化处理方法来改

善外观、颜色或耐久性。按国标（GB/

T	 16552－2010）规定，热处理（H，

加深颜色，如烤色血珀、烤色老蜜蜡；

浑浊变澄清，即“压清或净化”，如珍

珠蜜或金绞蜜；气液包裹体膨胀炸裂成

“睡莲叶”状纹或“太阳光芒”，即

“爆花”；变得不透明或更均匀，酷似

“满蜜”，即“水煮或蜜化”，如水煮

蜜蜡）、压固（增加硬度和牢固程度）

及无色覆膜（改善外观、耐久性）为优

化，视同天然；而染色（D,改善或改

变颜色）、有色覆膜（改变颜色等外

观）、加温加压（改变颜色，如绿珀）

及充填（改善外观）属于处理，在珠宝

玉石鉴定证书上必须标注。

值得注意的是，市场上常见的“绿

珀”多是琥珀甚至柯巴树脂经加温加

压、或琥珀经染色或有色覆膜处理获

得。新近出现了辐照处理琥珀，包括

“血蜜蜡”（采用电子束辐照产生的具

有根须状结构的琥珀，据说产自乌克

兰）及“血珀”（将金珀经钴60-γ射线

或电子束辐照产生的），“血色”不稳

定，加热会褪色，到140℃左右时会恢复

到初始颜色。警惕血珀中部分具有“根

须状包裹体”者或没有皲裂纹者，怀疑

是否是辐照处理品。

二是区分琥珀与柯巴树脂。实际

上，无论是琥珀还是柯巴树脂都属于树脂

化石，只不过二者的成熟度不同。前者是

成熟者，而后者是未完全成熟者，即天然

树脂演化到琥珀过程中的中间产物，而非

“假琥珀”。二者之间最大的区别在于：

柯巴树脂多呈浅黄色，性脆易碎，手搓有

黏感，表面抹一点酒精或乙醚等有机溶剂

易溶化黏手，而琥珀则不会；最有效的区

分方法当然是红外光谱检测。然而，柯巴

树脂若经加温加压处理之后则会成为琥珀

鉴定的“头号杀手”。

三是小心拼合琥珀和压制琥珀。在

加热和加压条件下，将琥珀碎块或碎屑

熔结或压结在一起形成较大块者称为压

制琥珀，而将2块及以上的琥珀熔结或

压结在一起且给人整体外观的印象称为

拼合琥珀，在热压过程中还可植入现生

昆虫或植物碎片来仿虫珀或仿植物珀，

它们均属于人工宝石的范畴，其售价远

低于未经熔结的琥珀。采用观察内部结

构、利用偏光镜及紫外灯等方法即可区

分开。

四是谨防琥珀仿制品。前些年珠宝

市场上所谓的“贵族蜜蜡”、“中东蜜

蜡”、“非洲蜜蜡”、“乌山血丝种蜜

蜡”、“金丝蜜蜡”或“贸易珠”等，

实际上都是“塑料”，颜色鲜艳，五颜

六色，搅动纹路相对平直，很容易区

别。目前用来模仿琥珀的主要是人工树

脂材料同样也是“塑料”，包括聚苯乙

烯——俗称“马丽散”、酚醛树脂、醇

酸树脂、赛璐珞、丙烯酸酯和环氧树脂

等。这些仿琥珀在颜色、暖感和电学性

质上均与琥珀十分相似；有些虫珀仿制

品里常包裹有完美的现代昆虫或其他小

动物；有些塑料仿制品不仅能模仿琥珀

的颜色，而且能模仿琥珀的风化皮，使

之更逼真，选购时千万小心。

收藏投资
几千年来，琥珀一直深受人们喜

爱。为何我们会喜欢琥珀这种宝石呢？

彩虹珀手镯及镯芯，产自缅甸。石雅珠宝提供

银镶蜜蜡吊坠。吕林素/摄

《
消

费
指

南
》

杂
志

社
  版

权
所

有



消费指南 2017.11 37

理由或许有三——

一是藏有趣的动植物。这些远古

动植物搭乘着琥珀这一特殊材质的“时

光舱”，穿越亿万年只为你相遇，仿佛

提供了一个通往史前生态系统的三维视

窗，因而倍受科学家珍视。

实质上，琥珀是一种神奇的“树脂

化石”——可诱捕并保存远古生命昆虫、

蝎子、蜥蜴及树叶、松针、花瓣甚至羽

毛——迄今已鉴定出1000多种已绝灭的动

物及一些特殊植物物质，这些内含物可以

帮助科学家研究古生态系统——比如其中

的生物类群的起源和演化。

二是恐龙时代的宝石。琥珀是一种

与恐龙同时代甚至更古老的宝石。坊间

流传着的“千年琥珀，万年蜜蜡”之说

乃谬误，这或许是人们想表达琥珀来之

不易且极其珍贵之意。实际上，蜜蜡就

是不透明的琥珀。琥珀形成的年龄距今

250万年至3.2亿年间，其中绝大多数宝

石级琥珀的年龄介于距今1500万年至1.3

亿年之间，相当于地质历史时期的新近

纪至白垩纪。

至于电影《侏罗纪公园》是虚构

的，主要讲述了利用恐龙血液中找到的

DNA克隆恐龙的故事，而血液来自一只

包裹在琥珀中的史前蚊子——当时恰好

咬了一只恐龙，致使人们对琥珀产生了

浓厚兴趣。事实上，科学家已从1.2亿年

前的琥珀中提取了昆虫的DNA，进而探

索生命演化的奥秘。

三是芳香气味的宝石。琥珀是由

松、柏、杉及豆科等特定植物的树脂演

变而来的，或多或少都会产生独特的淡

淡的香味（若摩擦后香味浓郁或香气扑

鼻者可称为香珀，但极少），并且不同

产地的琥珀因树种不同所散发的香味也

不同，这还有助于产地鉴定。譬如，波

罗的海琥珀多为松柏科植物树脂化石，

会产生松香味；而缅甸琥珀、多米尼加

和墨西哥琥珀分别为南洋杉科、豆科植

物树脂化石，会产生别样的芳香味。

不同民族、不同时代的人们对琥珀

的喜好各有千秋。譬如，古代琥珀中的

血珀和蜜蜡曾享誉欧洲。我国明代黑如

漆而泛紫红色的瑿珀最贵，为当时黄金

的5倍价；清代以红如鸡血的血珀为最

佳；如今价值较高的是含有生物遗体的

琥珀、精湛的琥珀艺术品及古董琥珀。

实际上，决定琥珀值得收藏与投资的

“藏点”或“投点”或许有三——

一是材料质优。收藏投资琥珀时，

颜色和净度同样是首要考虑的关键因

素，这是其魅力所在。所有颜色鲜艳的

高品质琥珀都值得收藏。行家认为血珀

的价值超过金珀。当然，具有吸引力的

蓝珀、绿珀和茶珀就更加稀少而珍贵。

净度是决定琥珀品质的另一个重要

因素。譬如，金珀、蓝珀、血珀等高透

明的名贵琥珀，要求“高净水”，即通

透干净，哪怕有一丁点瑕疵如粉尘（即

微小杂质）、冰片（即细小裂纹）及流

淌纹（琥珀形成前未凝固树脂的流动纹

理）都会较大幅度地影响其价格。此

外，净度对含有趣包裹体的琥珀显得更

为重要。

然而，有趣的是，我国消费者对半

透明至不透明的琥珀即蜜蜡（其中以白蜜

和鸡油黄蜜为贵）及不透明的根珀（其中

以象牙白根珀和溶洞蜜为贵）却情有独

钟，这可能是由中国人数千年来积淀的含

蓄内敛的性格所决定的。因此，蜜蜡和根

珀的价格普遍高于一般琥珀。

此外，老琥珀或老蜜蜡首饰是指出

土的或传世的应用年代久远者，多呈红

橙色或蛋黄色，并且表面多有风化纹，

近年来在我国文玩市场也相当火爆。

二是货品奇特。有些琥珀在自然形

成过程中会形成一些独特的景致，因而

就会出现一些珍稀品种，包括虫珀、植

物珀、孢子珀、水胆珀、沙胆珀和溶洞

珀等。对于收藏家和投资者来说，内含

植物珀，产自缅甸。石雅珠宝提供

血珀和金珀挂件。吕林素/摄

鸡油黄蜜手串，产自波罗的海。吕林素/摄

金棕蜜，产自缅甸。晨光珠宝/藏，
吕林素/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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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G
服饰美容

物越稀有且品质好的琥珀，就越可遇不

可求就越值得收藏，其价格自然昂贵。

特别是含有趣的动物或植物碎片的

琥珀备受科学家和收藏家的珍视，因而

这类琥珀比不含任何包裹体的干净琥珀

获得更高的价格。例如，每件弧面形琥

珀的成本只有几美元，而易于看到或完

整的昆虫或植物标本的琥珀则可以卖到

几千美元。

琥珀内的动物越罕见越完美越

容易打动收藏者的心。这是由于它们

是亿万年前的产物因而通常不完美，

完美者更是罕见。那些含有蝎子、蜗

牛、青蛙和蜥蜴这样较大型动物及完

整的花朵的琥珀都是稀有而珍贵的，

尤其是动物遗骸保存十分完好的情况

下。对于虫珀来说，其珍贵程度还取

决于昆虫的种类、清晰程度、形态大

小和数量，从而决定其价格高低。不

过，含有捕捉生命中某一瞬间的包裹

物如蜘蛛网中的捕获的苍蝇或捕食者

与猎物的琥珀，也受到重视。

三是著名产地。波罗的海、缅甸、

多米尼加、墨西哥及辽宁抚顺被誉为世

界五大著名的宝石级琥珀产地，其中以

波罗的海白蜜、多米尼加天空蓝色的蓝

珀及缅甸的红茶珀等稀少而珍贵的品种

最受欢迎。而抚顺琥珀（黄－金黄色，

常包含有清晰美观的昆虫）在20世纪

八九十年代所占的市场份额较高，如今

已是凤毛麟角了。

波罗的海沿岸是全球主要琥珀产

地，这里的琥珀品质上乘，素有“波罗

的海黄金”之称。据报道，波兰、立

陶宛、俄罗斯和乌克兰4国琥珀协会于

2014年联合签订意向书，统一使用“波

罗的海琥珀”名称，以便集中优势形成

品牌效应。其中，波兰是最早开采和利

用琥珀、也是对琥珀商业化运作最成功

的国家。

多米尼加已成为琥珀的主要来

源，这里的琥珀开采通常比波罗的海开

采琥珀更需要挖掘和努力。特别是具有

天空蓝色荧光——皓月之光的蓝珀因稀

少而珍贵，并被国际珠宝界公认为“琥

珀之王”。

缅甸琥珀尽管历史悠久，但是近

年才在珠宝市场上重新崛起，并在云南

腾冲形成集散地，与其他产地的琥珀相

比具有五大优势：一是五颜六色，囊括

了几乎所有颜色。二是质地多样，从透

明的琥珀到半透明至不透明的蜜蜡再到

完全不透明的根珀均有。三是品种繁

多，几乎包括所有的琥珀品种，更有茶

珀、柳青、血珀和根珀等特殊品种，并

且动物植物珀丰富。四是年龄最老，被

溶洞珀，产自缅甸。石雅珠宝提供

植物珀，产自缅甸。建祖工坊藏，张建祖/摄

风景珀，产自缅甸。晨光珠宝藏，吕
林素/摄

虫珀，产自缅甸。石雅珠宝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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誉为世界上最古老的具有商业价值的宝

石级琥珀，其年龄最高可达1.3亿年。

五是块度巨大，最大者可达上百千克，

原来号称世界上最大的琥珀就是“缅甸

琥珀”，重15.25千克，是约翰·查尔

斯·鲍宁于1860年从我国广东用300英

镑购得，现珍藏于英国伦敦历史博物

馆，并被列入《吉尼斯世界之最大全》

（1990年版）。

总体来说，遵从物以稀为贵的原

则，价格由高到低大致为多米尼加琥

珀、波罗的海琥珀、缅甸琥珀、墨西哥

琥珀。当然，它们的价格还取决于具体

的品种、品质、块度等因素。

保养秘籍
佩戴：最好的保养琥珀的方法当然

是长期佩戴，这是由于人体油脂可使琥

珀越戴越光亮。但必须小心谨慎——

一忌划伤磕碰。琥珀硬度低，

佩戴时应避免与宝石矿物及其他坚硬

的物质摩擦，以防止划伤或磨损，特

别是对于覆膜琥珀更是如此。琥珀性

脆，不宜受外力撞击，要尽量避免强

烈波动的温差，特别是天气寒冷可使

其变得更脆。

二忌强光强热。琥珀对光和热都

非常敏感，特别是对于一些经优化处理

而成的红色和绿色琥珀，其颜色在强热

下会变色或褪色。因而，佩戴琥珀首饰

时，不可长时间在阳光下暴晒，或在火

炉边取暖或吃烧烤。洗澡或洗手时应取

下琥珀首饰。

三忌化学物质。琥珀对酸特别敏

感，易溶于硫酸和热硝酸中，应远离化

妆品，喷香水或发胶及涂指甲油时最好

将琥珀首饰取下来。琥珀首饰怕有机溶

剂，所以尽量不要令它与汽油、煤油、

酒精、	煤油和重液及杀虫剂等有机溶液

接触。

清洁：当琥珀粘上灰尘和汗水后，

清洁它惟一安全的方法是用温暖的肥皂

水。记住，一定要使用温和的肥皂。

琥珀首饰或摆件冲净后，再用软布

擦拭干净，抹少许橄榄油或是茶油轻拭

琥珀表面，稍后用布将多余油渍沾掉，

可恢复光泽。

琥珀因硬度低，不要用毛刷或牙

刷等硬物清洗，否则会使其表面出现毛

糙，产生细痕。

琥珀属有机质，也不要用其他化

学清洁用品清洗，否则会发乌，影响光

洁度。

记住，千万不要用超声波和热蒸汽

清洗琥珀首饰等，否则会褪色甚至破损。

存放：琥珀首饰或摆件若长时间不

用时，可用干净的棉布包好单独存放在

阴凉湿润处保存。

琥珀应该远离热源。温度极高时，

琥珀会褪色、被熔化或被燃烧，不要放

在电器顶部或强光下。正常情况下，琥

珀也会随着时间的流失而会氧化变色，

光和热可以加速这一进程。缅甸血珀更

是如此，最好隔绝空气保存，以减缓风

化速度。

琥珀属有机质，不宜放入化妆柜

中，否则会被指甲油、香水、	发胶等有

机溶剂损伤。

变色龙（左）和根珀雕刻艺术精品（右），产自缅甸。石雅珠宝提供

蓝珀手串（上）和风景蓝珀吊坠（下），
产自多米尼加。时代珠宝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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