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每时每刻都很珍贵”



编号 E0959

美国 EverDear™ 的纪念钻石是充满对所爱之人的记忆的纪念珠宝。这种从灰烬或
头发中提取的碳生长形成的钻石能够为您带来永久的纪念和持续性的心灵安慰。

作为一家美国的纪念钻石公司，美国 EverDear™ 为全球客户提供服务，并坚信
在创造每一颗钻石时，内心平静是最重要的价值观之一。我们的科学家们共同的
首要任务是将骨灰或头发制作成可认证的、负担得起的钻石。

我们希望将您美好的回忆变成灿烂的永恒的钻石。是您感人的故事鼓励和启发我们，
使我们不断改进技术和服务。

关于美国EverD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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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B2847

纪念钻石是一种人工合成的特殊钻石，是充满对您爱人记忆的钻石。它是用
人或宠物的骨灰或毛发，通过实验室培育制作而成。纪念钻石拥有与天然钻石
相同的物理，化学和光学属性，是能通过认证的真正的钻石。

钻石是由碳元素原子按晶体结构排列构成的。制作纪念钻石需要从火化后的
骨灰或头发中提取碳并进行提纯。提纯后的碳在高压高温 (HPHT) 下逐渐熔化，
形成一个微小的钻石种子并开始结晶生长。

拥有一颗纪念钻石，您就可以再次贴近您的爱人。

什么是纪念钻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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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钻石是一种独特的方式来珍藏对他的
怀念。无论是逝去的亲人、刚出生的孩子、
心爱的宠物，还是心爱的另一半。

编号 P3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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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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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 EverDear™ 所有的研究和科学实验都是在内部的专业实验
室中进行的。这些研究项目有助于提高钻石的质量和稳定性，
使我们能够在更短的时间内以更低的成本完成定制化的纪念
钻石。

生产
EverDear™ 重视研究和开发 (R&D)，并认识到知识产权保护
的重要性。详细的技术流程及其应用都得到了严格的保护，
并保持绝对的保密性。

创新



纪念钻石是由从灰烬或头发中提取的碳制成。每个人的
头发或骨灰中的碳含量是不同的，所以每个订单的过程
和结果都是独一无二的。要制作一颗符合珠宝标准的纪念
钻石，这些原材料必须被提纯到极高的水平。

纪念钻石的处理程度一定程度上决定了钻石颜色。由于
头发和骨灰中含有氮，纪念钻石自然会呈黄色。骨灰或
头发经过完全净化后会形成无色的钻石。

为了提取这些元素并分离碳，美国 EverDear™ 实验室在
真空环境中加热处理头发或骨灰，并在进一步提纯过程中
继续手工净化。

技术

碳精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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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压高温 (HPHT) 机器可以模拟出天然钻石的自然生长环境，
以形成美丽的纪念钻石。

要培育出一颗纪念钻石，首先需要将一颗微小的钻石种子
放置在高温高压机器内芯立方体的底部。机器的内部会
被加热到超过 2000 华氏度，使一种金属催化剂被熔化。
熔化的催化剂将溶解高纯度的个人碳源，让碳源与钻石种子
结合并形成其结晶结构。

钻石的形成

刚从高温高压 (HPHT) 机器中取出来的钻石呈未切割的
毛坯状态。虽然这种原始形态的钻石本身也很美，但无法
比拟经过切割后钻石的光彩夺目。钻石从毛坯到切割钻石，
少不了我们的专业工匠将每颗钻石进行的精密加工。首先
需要切割出钻石的主要切面，这确保了您的纪念钻石能够
具有最大的重量、清晰度和为了切割成特定钻石形状所需的
最佳角度。接下来，钻石的主要刻面会被打磨光滑。最后，
剩下的刻面被抛光，令人惊叹的钻石的最终形态就完成了。

切割与打磨



净度是用来描述宝石内部
内 含 物 的 参 数 ， 从 无 瑕
(FL) 或内部无瑕 (IF) 到轻微
内含 (SI1，SI2，和 SI3) 的
按比例分配净度等级。

大多数美国 EverDear™
纪念钻石都在 VS 和 VVS
等级之间 ( Very 和 Very 
Very Slightly 包含 )。不含
肉眼可识别的杂质。大尺寸
的钻石可能比标准尺寸的
钻石有稍多的内含物。

随着钻石克拉数的增加，钻石
的价格急剧上升。在今天的
市场上，一颗 1 克拉的钻石
是 0.5 克拉钻石价值的 3 到
5 倍。

与开采的钻石不同，纪念
钻石的确切克拉数不能预先
确定。制作的时间框架决定
了一个克拉数范围，但最终
的克拉数可能会有个体差异。
因此，我们的纪念钻石的价格
并不由确切的大小，而是由
克拉范围决定。

由于火化的骨灰和头发中的
氮和其他元素的存在，纪念
钻石的自然颜色是黄色的。

一颗无色的纪念钻石比一颗
黄色的更昂贵，因为它需要
额外的净化过程。

因为每颗钻石内部个别元素的
影响，每颗美国 EverDear™
钻石的颜色都是独一无二的。
当用骨灰或头发制作彩色
钻石时，其颜色大多介于
淡彩色和艳彩色之间。

钻石的切工是对钻石的亮度
和闪光度的最大影响因素。
切工因素一般是指钻石的
比例、对称面和 抛光的质量。
切工反映了钻石的透光能力
和折射度。

切工作为对钻石价值有影响
的因素之一，是至关重要的。
每颗美国 EverDear™ 钻石
都是精心打造的，凭借我们
领先的技术，以得到最美的
火彩并使其最大程度地闪耀。

纪念钻石的 4C 标准

切工克拉 颜色净度

净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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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 EverDear™ 纪念钻石表现出卓越的净度，当镶嵌在珠宝上时，会呈现出独特的外观。
大多数美国 EverDear™ 纪念钻石的净度都在 VS 和 VVS 等级之间 (Very 和 Very Very 

Slightly 包含内含物 )。这意味着不含任何可以用肉眼识别的杂质。

0.10 ct

0.20 ct

0.30 ct

VVS2

SI2

FL

在放大镜下可以看到 肉眼可见

VVS1 VVS2 VS1 VS2 SI1 SI2 I1 I2 I3

I2

VS2
0.50 ct

0.40 ct

0.80 ct

1.00 ct

1.50 ct

2.00 ct

3.00 ct

3.0 mm

3.8 mm

4.5 mm

5.0 mm

4.8 mm

6.0 mm

6.2 mm

7.4 mm

8.2 mm

9.3 mm

克拉数和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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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度等级



黄色的色调让人联想到灿烂的阳光，
是纪念钻石最自然的颜色。黄钻是
最受欢迎的选择，因为它们是骨灰的
实际化学成分反应而产生的颜色。

绿色是重生、成长和新生命的颜色。
绿色钻石是另一种为逝者注入生命
的方式。就像常青树的每一根树枝
在所有季节都会开花一样，绿色纪念
钻石将永远耀眼和闪亮。

红色象征着激情和热情。它就像夏夜
里的篝火一样火热而耀眼。在您艰难
的时候，佩戴红色钻石会给您的心
带来温暖。它将照亮黑暗的道路，在您
迷失的时候为您指明方向。

绿色 红色黄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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钻石颜色

蓝色能唤起平静和安宁。与幸福的无云天空
一样的颜色，蓝色钻石不仅是为了纪念您的
爱人，也是一片天堂。您最亲爱的爱人正处
于喜乐安详之中，并将永远与您同在。

纯净是最能描述无色钻石的词。要把骨灰或头发
变成无色钻石，需要大量的净化。需要将提纯后的
碳中所有其 他元素中净化出来。您的爱人将重生
为一颗完美无暇和永恒的钻石。

黑色可以是精致的，就像信上精致流畅的笔迹。
它也可以是优雅的，如舞会上低调的黑色西装
或礼服。一颗黑色的钻石表达了您对您最亲爱
的人的深切哀悼，同时给您走向未来的力量和
动力。

粉色代表着纯真的爱和温柔的怜悯，对于您的
纪念钻石来说，粉色是一个特别优雅和有女人味
的选择。在您的浪漫钻石中，柔和的粉红色将
反映出您爱人的脸颊和玫瑰色嘴唇的记忆。

蓝色

无色

粉色

黑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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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地恩形
梨形

垫形

祖母绿形

公主方形

椭圆形

榄尖形

心形

1211

上丁方形

钻石形状

圆形



国际宝石学院 (IGI) 成立于 1975 年，总部设在安特卫普，
是一家钻石、有色宝石和珠宝认证机构。 IGI 在纽约、香港、
孟买、曼谷、东京、迪拜、特拉维夫、多伦多、洛杉矶、
加尔各答、新德里、苏拉特、钦奈、特里苏尔、艾哈迈达巴德、
上海和卡瓦列斯设有办事处。

美国宝石学院(GIA)成立于1931年，总部设在加利福尼亚州，
是一个非营利机构，致力于宝石学的研究和教育，制定和维护
用于评估宝石质量的标准。它在全世界13个国家设有办事处，
设有 11 个教育校区、9 个实验室和 4 个研究基地。

权威认证

国际宝石学院 (IGI) 美国宝石学院 (G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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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性化定制

美国 EverDear™ 为您提供各种选择，以定制专属于您的独一无二的纪念钻石。为您的钻石激光刻字
也是我们提供的个性化服务之一。您可以在您的纪念钻石上刻上最多 20 个字符，可以是首字母、

日期或者其他个性化信息。



从经典的 4 爪单钻戒指到让人眼花缭乱、印象深刻的光环或密镶钻石戒指，我们上百款精致的戒指
款式总有一款能够满足您的要求。每个纪念钻石戒指都是独一无二的缅怀方式。我们的单钻戒指
款式更是将焦点集中在钻石本身，凸显出你与所爱之人的闪耀回忆。精致的纪念钻石戒指将纪念

无限延续下去，将回忆永存。

纪念钻石戒指

编号 R2110 编号 R1684 编号 R1753 编号 R2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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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贴身佩戴的首饰，美国 EverDear™ 的钻石吊坠是纪念所爱之人的一个
完美选择。传统的钻石吊坠主要依靠光环或密镶来使其显得更加明亮，
而我们的设计使单钻款式吊坠具有了清新的外观，不靠碎钻的修饰完全
凸显出纪念钻石本身的美丽，更能体现对所爱之人深刻的敬意。有了我们的
纪念钻石吊坠，您爱人的记忆将被永远地保存下来。

纪念钻石吊坠

编号 R2109

编号  R2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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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精致的纪念钻石耳环为您带来无与伦比的优雅气质。
不同于市场随处可见的使用大量宝石 制作的繁复耳饰，
美国 EverDear™ 纪念钻石耳环保持了简单的设计，专注
于珠宝的情感寄托。我们的经典耳钉款式由一颗钻石装饰，
永远闪耀。

纪念钻石耳环

编号 E0099 编号 E0958

17

您一定会喜欢我们优雅的的纪念钻石手镯。我们的手镯设计为纪念钻石创造了一个专门的焦点，突出了其独
特性。专属于您的纪念钻石将闪烁着世界上其他钻石所不具备的独一无二的光彩。美国 EverDear™ 纪念钻石

手镯完美呈现出钻石最纯粹的形式下的美。

纪念钻石手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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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B2847 

编号 B2273

编号 B2783



美国 EverDear™ 将随着您的最终产品一起附上一份真实性证明书，其中包括碳材料的化学分析
和您的钻石的4C 标准。我们希望您能安心地珍惜您的纪念钻石，永远不必怀疑它的真实性。

编号 P3453

真品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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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颗
同款钻石

Discount Discount

Discount

两颗或以上
不同款式

三颗
同款钻石

四颗及以上
同款钻石

Discount

折扣优惠

编号 E0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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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产品是真正的钻石，它来自于您的爱人，
具有无价的意义。我们的钻石是由专家使用
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生产和评级的。

• 拥有 GIA 评级的真钻石

• 来自您所爱的人的超凡光彩

• 独特而美丽的珠宝色彩

我们最新的技术让我们的科学家能够以更低的
成本从骨灰或头发中创造钻石。我们的高温
高压 (HPHT) 机器的尺寸是俄罗斯压机的 1/3，
同时提供 1000°C 的高温和 50kbar 的高压。

美国 EverDear™ 不通过经销商进行销售，
这使您无需支付任何佣金。

技术创新

直接销售

背后的价值

为什么我们的价格更有优势 ?

5% 5%

8% 10%



" 自从我们最亲爱的儿子
去世后，我和我的家人
一直在挣扎，知道他变成了
一颗钻石仍然和我们在
一起，这给予我们最大的
慰藉。感谢 EverDear™，
感谢你们与我们一起度过
这个困难时期的每一步。"

"非常感谢你，EverDear™。
洛基是我最好的朋友，
也是一个人所能要求的
最好的狗。他和我基本上
是一起长大的，我们是
分不开的。无论我走到
哪里，他都和我在一起。
现在，他 将 作 为 一 颗
美丽的蓝色钻石永远伴随
着我。"

" 我的丈夫和我在一起 42
年了。只有通过 EverDear™
我现在才能以他难得的 
方式记住他。我把这颗
钻石一直放在我身边。 
真 的 感 觉 到 他 一 直 在
这里。谢谢你们帮助我
度过艰难的时刻。"

" 您好，EverDear™ !  
我的妻子和我想对用
我们的头发制作的钻石
表示感谢。就像钻石一样，
我们可以永远在一起。
钻石的效果比预期的更
完美。谢谢您们的优质
服务!"

" 感谢 EverDear™ 提供
这颗美丽的钻石。我妈妈
最喜欢的颜色是红色，
所以我决定用一颗红钻
来永远珍惜她。看到这
颗红钻 ，我知道如果她
能看到她现在的样子，
她一定会非常高兴。"

客户感言

Massimo R. Franky C. Sarah P. Michael A.Maya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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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您的钻石
和珠宝，然后支付

500 元的定金。

在我们的指导下，
将骨灰或头发打包
寄到我们的办公室
并支付50%的头款。

等待我们的专家在
实验室里培育您
独特的钻石。

请发送邮件到 apac@everdear.co 获取更多资讯！

获得钻石认证并
将您的钻石镶嵌在
独一无二的珠宝中。

收到最终作品的
照片，在您全额
付款后就会交付
最终产品给您。

编号 R1468

订购说明





联系我们

www.everdear.cn

apac@everdear.co

400 0708 1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