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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沙龙一周年志庆
「蘇富比鑽石」隆重呈献

100 卡拉完美无瑕巨钻
市场历来最珍稀的白钻

重达 102.34 卡拉
世上已知最大 D 色无瑕圆钻
唯一逾 100 卡拉
且颜色、净度、切工及重量均完美无比之圆形钻石
2018 年 2 月 8 日至 9 日
伦敦蘇富比公开展出

「神秘百卡钻石世界里的奇珍：
大自然的神奇造物，在能工巧匠手中脱胎换骨」
下载图片：Dropbox / Wetransfer
香港，2018 年 2 月 9 日

为纪念伦敦 New Bond Street 沙龙开幕一

周年志庆，全球顶级钻石零售品牌「蘇富比鑽石」将呈献一枚璀璨巨
钻──102.34 卡拉极为稀世白钻。这是世上已知唯一超过 100 卡拉且
足色全美的圆形钻石，份量惊人，成色、净度及切工均完美无瑕。

此枚白钻重达 102.34 卡拉，乃市场上最为珍罕的白钻，，也是已知历
来最大的 D 色无瑕圆钻。它是美国宝石学院（GIA）鉴定过绝无仅有的

4C 標準下均為至臻至美
重量：102.34 卡拉
顏色：D 色
淨度：無瑕
切工：圓形切割

精品，在每个钻石质量评级标准（亦称 4C）均取得最高级别。此枚钻
石为 D 色（白色钻石的最高级别）；净度绝佳（内外完全无瑕）；极优
切割、打磨及对称。一如英国皇室珠宝「非洲之星」及「光之山」钻石，
此枚钻石属罕见的 Type IIa 类型*，在所有钻石总数中少于 2%，化学成
份最为纯净，透明度更是令人惊叹。

此枚钻石于 2018 年 2 月 8 日至 9 日在蘇富比位于 New Bond Street 的画廊公开展出，客户可透过「蘇
富比鑽石」进行私人洽购。「蘇富比鑽石」创办人及主席黄林诗韵称：「这枚钻石重逾一百卡拉，完
美无瑕。我在漫长的事业生涯里见过不少顶级钻石，但也未曾见过如此瑰丽无匹的一颗。其份量惊
人，成色绝佳，净度及切工均完美无比，本已是大自然的神奇造物，在能工巧匠手中脱胎换骨，火彩
璀璨夺目，慑人心魄。伦敦沙龙能够在一周年志庆中呈献这枚稀世美钻，殊为荣幸。」

神秘百卡钻石世界里的奇珍
100 卡拉在钻石世界里一直是一个神秘数字，有记录以来只有极少钻
石达此份量**，而超过这个重量的钻石能够像此枚蘇富比美钻一样，
拥有一流纯净度及堪称完美的，更是屈指可数。

大自然的神奇造物
一颗足以令切割工匠得出超过 100 克拉钻石的原石可谓千古难求。这颗 425 卡拉的蘇富比鑽石
原石由 De Beers 在博茨瓦纳（Botswana）开采出土，随后由约翰内斯堡及纽约的 Diacore 顶级
工匠手中，进行长达六个月的不懈切割及打磨。

完美切工
圆形切割为钻石带来无可比拟的光华及魅力，是无色钻石
最受欢迎的形状；切割比例经过深思熟虑，确保让人看到
最璀璨的夺目火彩。尺寸惊人的钻石通常很少以圆形切割，
因为工匠一般会尽量保留原石重量，故此长古垫形、方形
及梨形的巨钻较为常见。

钻石是地球上最坚硬的物质，因此切割需要一流技巧及精
准度。当今最优秀的切割工匠都师承先辈，无论现代科技
如何进步，这个行业仍然极大依赖历代相传的技艺。世上
只有数位切割工匠拥有足够的专业技巧，能不辜负这样一
颗极为重要的钻石。此枚蘇富比鑽石展现了切割工匠无人
能及的精湛技艺，如黄林诗韵女士所言，「以媲美米开朗基罗（Michelangelo）的精准度严谨完
成任务」。

编辑垂注:
* Type IIa 钻石的罕见程度 ：
钻石是地球上的珍宝，形成于几十亿年前，几乎与地球一样古老。根据化学成份，钻石可划分
为两个主要「类型」──Type I 及 Type II，以是否含氮元素为标准，氮元素可取代钻石原子结构
里的碳原子。这两个钻石类型的分别在于其化学与物理特征，Type II 钻石（IIa 及 IIb）只含极为
微量甚至不含氮元素，而两者均非常罕见（在所有钻石总数中少于 2%）。

Type IIa 钻石是化学成份最纯净的类型，透明度极佳。它们最初被认为源于印度（尤其是戈尔康达
（Golconda）矿区），但后来在世界各地主要钻石矿场皆有采得（来源：美国宝石学院）。

** 拍卖史上逾 100 卡拉的 D 色钻石
这次呈献的 102.34 卡拉钻石可供私人洽购，而如此巨钻的珍罕程度从历来拍卖成交价中可见一
斑。只有七枚逾 100 卡拉、且达无色钻石中最佳成色的 D 色钻石曾见诸拍场。当中没有一枚是
圆形切割。在这七枚钻石中，五枚经蘇富比拍出。

118.28 卡拉椭圆形钻石
D 色、无瑕、Type IIa
香港蘇富比，2013 年 10 月
以 3,080 万美元成交
每卡拉 260,252 美元
「The Winston Legacy」
101.73 卡拉梨形钻石
D 色、无瑕、Type IIa
日内瓦佳士得，2013 年 5 月
以 2,680 万美元成交
每卡拉 254,400 美元
「The Ultimate Emerald-cut」
100.20 卡拉方形钻石
D 色、内部无瑕、Type IIa
纽约蘇富比，2015 年 4 月
以 2,210 万美元成交
每卡拉 220,459 美元
163.41 卡拉长方形钻石
D 色、无瑕、Type IIa
日内瓦佳士得，2017 年 11 月
以 3,370 万美元成交
每卡拉 206,266 美元
「The Star of the Season」
100.10 卡拉梨形钻石
D 色、内部无瑕
日内瓦蘇富比，1995 年 5 月
以 1,640 万美元成交
每卡拉 164,223 美元
「The Mouawad Splendour」
101.84 卡拉梨形钻石
D 色、内部无瑕
日内瓦蘇富比，1990 年 11 月
以 1,280 万美元成交
每卡拉 125,295 美元
「The Star of Happiness」
100.36 卡拉方形钻石
D 色、内部无瑕
日内瓦蘇富比，1993 年 11 月
以 1,190 万美元成交
每卡拉 118,397 美元

蘇富比鑽石

蘇富比凭借无与伦比的珠宝专业知识、悠久历史累积而成的丰富经验，加上长久以来与收藏家之间建
立的信任以及庞大的国际客户网络，成立「蘇富比鑽石」。优质原石开采自最值得信赖的来源，配以
极致精湛的设计与工艺，像魔法般将原石精炼成璀璨的钻饰。蘇富比与业内知名钻石企业 Diacore 携
手合作，创立此高级钻石品牌。Diacore 为世界首屈一指的钻石采购、切工及打磨专家，其专业工匠
熟知每颗钻石历史，凭借巧手匠心打磨每颗宝石，释放出其内在的光芒与生命。「蘇富比鑽石」主席
黄林诗韵乃珠宝业界声望最高、经验最为丰富的专家之一，以自己的专业知识与敏锐直觉挑选每颗钻
石，经切割打磨等多道工序后成为蘇富比鑽石的经典钻饰。
更多有关蘇富比拍卖行的资讯
新闻及影片
：www.sothebys.com/en/news-video.html
微信
：sothebyshongkong
Facebook
：www.facebook.com/sothebys
Snapchat
：sothebys

微博
：www.weibo.com/sothebyshongkong
Twitter ：www.twitter.com/sothebys
Instagram：www.instagram.com/sothebys

蘇富比拍卖行自 1744 年起为艺术收藏家搜罗世界级的艺术作品。自 1955 年从伦敦扩展至纽约，蘇富比遂成为第一所真正之
国际拍卖行，也是首家于香港（1973 年）、印度（1992 年）及法国（2001 年）举行拍卖的机构，以及第一家于中国营商的
国际艺术拍卖行（2012 年）。时至今日，蘇富比于世界各地 10 个拍卖中心举行拍卖，包括纽约、伦敦、香港及巴黎这几个
主要拍卖中心，客户亦可选用即投 BIDnow 于网上观看拍卖直播，并在世界各地同步参与网上竞投。在拍卖以外，「蘇富比
金融服务」让藏家尊享全球仅有的全面性艺术金融服务支援；同时，蘇富比亦透过旗下「Art Agency, Partners」公司提供艺
术品收藏顾问服务。蘇富比也为客户带来私人洽购的机会，涵盖逾 70 种收藏类别，交易渠道包括：隶属蘇富比环球艺术部
门的 S|2 画廊，以及两项零售业务──蘇富比鑽石（SOTHEBY’S DIAMONDS）及蘇富比洋酒。蘇富比拥有强大的环球网路，
共有 80 个办事处遍及全球 40 个国家，是纽约证券交易所历史最悠久的上市公司，代号为 BID。
*估价不包括买家佣金；成交价包括落槌价与买家佣金，并扣除买家因作出「不可撤销投标」承诺并成功竞投而获得的报酬
补偿。
如欲浏览拍卖网上图录、最新拍卖内容，或参与网上拍卖直播，请即登录 www.sothebys.com、或下载蘇富比为 iPhone、
iPad、Android、Apple TV 及 Amazon Fire 平台而设的官方应用程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