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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礦物名稱

•  鑽石的礦物名稱是金剛石（Diamond)。在礦物學上屬
於金剛石族。



2) 化學成分

•  鑽石的主要成分是碳(C)，其品質分數可達99.95%，微
量元素有氮(N)、硼(B)和氫(H)等等及惰性氣體及稀土
稀有元素，達50多種。這些微量元素決定了鑽石的類
型、顏色及物理性質。

 

鑽石的基本性質



3) 分類

•  鑽石最常見的微量元素是氮(N)元素，氮(N)以類質同象形
式替代碳(C)而進入晶格，氮(N)原子的含量和存在形式對
鑽石的性質有重要影響。

•  同時也是鑽石分類的依據。根據鑽石內N原子在晶格中存
在的不同形式及特徵，可將鑽石劃分為如下類型：

	  

	  

 



鑽石
種類

I 型
含N

Ia 型
碳原子被氮
取代，氮在
晶格中呈聚
合狀不純物
存在。

Ib 型
碳原子被
氮 取 代，
氮在晶格
中呈獨立
不純物存
在。


II 型
不含N

IIa 型
不 含 氮，
碳 原 子 因
位 置 錯 移
造成缺陷

IIb 型
含少量硼
元素



• 天然鑽石中，有98%是 “Ia型”
• 然而，其他種類的鑽石很稀有，有些更是拍賣會的亮點。







The world‘s largest known 
pink diamond has sold at 
auction (Sotheby’s, 2013 
Autumn) for more than $83 
million (HK$647,400,000) in 
Geneva. This is a 59.6-carat 
Type IIa Pink Star diamond.

A pear-shaped diamond sold 
for a world record-breaking 
price of $23.5m (HK
$183,300,000) at Christie's 
auction house in May 2013 in 
Geneva . The perfect D/FL, 
type IIa, 101.73 carats took 21 
months to be carved. It was 
sold to the Swatch Group

A rare blue diamond ring 
was auctioned by 
Bonham, 24 April 2013, 
in London. It was sold to 
Graff Diamond for 
£6.2million (HK
$80,600,000). This is the 
world record price of per 
carat for a blue diamond.



• 高壓高溫法(HPHT): 美國的BELT壓帶法和俄羅斯BARS
合成方法	  

• 化學氣相沉澱法（CVD）	  

	  

合成鑽石的方法



• 理論基礎
• 模擬天然鑽石的生長環境： 
• 高溫：1350-1800°C
• 高壓：50 - 80kb (k`ilobar)
• 高壓高溫條件下，使碳原料在其飽和溶液中，隨後在
溫度較低的生長艙底部圍繞籽晶生長合成鑽石晶體。

高壓高溫法(HPHT) 



• 將鑽石粉作為碳源放在生長倉內;
• 生長倉放在兩個碳化砧之間;使其經受高溫高壓作用;
• 生長倉底部的溫度比頂部略低,頂部鑽石粉溶解並朝底部運
動;

• 鑽石在低溫區圍繞籽晶開始生長。

BELT壓帶法



• 即分裂球無壓裝置；
• 其所需壓力是通過將液體注入壓力桶內得到；
• 高壓使八個球體合攏，從而對構成八面體形狀的6個活
塞產生壓力；

• 內部是反應倉，內有:  加熱裝置、籽晶、碳源、金屬溶
劑。

 

BARS方法



• 碳氣體和氫氣通入低壓的反應室
• 透過高溫（2,000°C）或微波的裂解
生成碳原子，

• 這些碳或碳氫基沉積在溫度較低
（900°C）的基板上面

• 基板可以是鑽石晶種或其他材料
• 合成鑽石在基板上而形成
• 這種鑽石薄膜的生長速率一般是每
一小時一微米左右，厚度可以由 10 
微米到一毫米。

 

化學氣相沉澱法(CVD)





• 合成鑽石的生長技術已達到完全可以與最高品質天然
鑽石媲美的境界，除了無色及近無色以外，亦做出極完
美的粉紅色、藍色合成鑽石。

• 全世界珠寶界及科學界尚無簡單有效鑑別方法，以致
有些商人魚目混珠，造成全球天然鑽石市場恐慌。

	  

 

合成鑽石的鑑別



• 合成鑽石缺失天然鑽石中無色至淺黃色系(Cape Series) 
所具有415nm特徵譜線。

• 利用UV-Vis光譜中N3色心415nm吸收峰作爲鑑別特徵，
可以將天然鑽石中佔98%的Ia型鑽石先保住，

• 將其餘2%沒有415nm峰的鑽石過濾出來，作進一步檢測。

吸收光譜的鑒別



DiamondSure 及 D-screen



• 合成鑽石：HPHT合成鑽石大多為Ib型；
• CVD合成鑽石都是II型的。
• 使用Diamond Sure或D-screen可以快速地篩選天然鑽石，
但就從科技發展本身的規律來看，所有的儀器並不可能
成為終極武器。

• 文獻資料顯示，還有更多的大型儀器和研究方法用於
檢測合成鑽石及優化處理方法，例如，液氮冷卻技術用
於可見光吸收檢測及紅外光譜檢測等。



UV-Vis-NIR光譜



• 有230nm，無415nm (CVD合成鑽石、HPHT合成鑽石、天
然褐色IIa型經HPHT改色)；

• 無230nm，無415nm (天然Ib型、天然IIa型、HPHT合成鑽
石、天然褐色IIa型經HPHT改色)。

 

 



鑽石	  

Ia 型
Ib, IIa, IIb, CVD, 
HPHT合成鑽石 

可見光吸收檢測、紅外
光譜檢測

吸收光譜
的鑒別



• 成分為碳化矽(SiC)
• 金剛光澤，摩氏硬度9.25，色散值0.104（具有明顯強於
鑽石的火彩）。

• 折射率：2.691-2.649，雙折射率0.042（其有明顯的刻面
棱重影）

• 導熱性較高，與鑽石接近，用熱導儀難以區分。
• 現在已研製出一種電導儀（590 - 電導儀）, 根據導電性
區分鑽石與合成莫桑石。

鑽石模仿品: 合成莫桑石



•  偏光鏡
•  放大觀察

刻面棱重影



•  Branko	  Deljanin.	  Screening	  of	  diamond	  types	  and	  
identification	  of	  synthetic	  diamonds	  using	  polariscop	  
and	  UV	  lamp.	  

•  化學氣相沉積法CVD合成鑽石的鑑別， 苑執中、亓
利劍、彭明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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