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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本文首先详细研究了含 M n2+和 Fe3+的致色矿物菱锰矿 、鲕状赤铁矿 、云母赤铁矿和镜铁矿的可见

光吸收光谱及其一阶导数谱 ,鲕状赤铁矿 、云母赤铁矿和镜铁矿的可见光吸收一阶导数谱的红光区的吸收谷的位

置的变化表明随赤铁矿结晶度的降低 , 吸收谷由586.4nm 移至577.4nm , 而菱锰矿展示出了 M n2+的因电子跃迁产

生的四个典型吸收及其一阶导数谱上 577nm 的吸收谷的强度比赤铁矿相应谷的强度低一个数量级 ,表明其电子跃

迁的致色机理与赤铁矿的染色机理完全不同。依据赤铁矿的结晶度和鲕状赤铁矿与大洋红层中赤铁矿的沉积成

因相似的原则遴选出鲕状赤铁矿为含 Fe3+致色矿物 ,依据菱锰矿是和方解石具有相似结构且为红色的原则选取菱

锰矿为含锰致色矿物 ,并佐以化学纯氧化镁为基体配制了一系列的含菱锰矿 、鲕状赤铁矿和菱锰矿及鲕状赤铁矿

的两相或三相混合物。详细研究了三类混合物的可见光吸收光谱的一阶导数谱 , 发现含菱锰矿和含鲕状赤铁矿在

573nm 附近均存在一吸收谷 , 鲕状赤铁矿的重量分数低至 0.05%时仍可见一明显吸收谷且该吸收谷移至 565nm

附近 ,菱锰矿在低至 0.50%时也可见这一吸收且在低至 0.11%时仍可显示出菱锰矿的信息 ,其 575nm 的吸收峰未

见偏移;混合物可见光一阶导数吸收谱上鲕状赤铁矿的 575nm 附近的吸收谷的强度随鲕状赤铁矿的重量分数的升

高而增强 ,而所有的配制混合物中该吸收谷的位置低于 577.4nm 的事实也表明为使致色矿物和氧化镁混合均匀的

研磨降低了赤铁矿的结晶度。本研究表明 M n2+的电子跃迁激发和细小 、结晶差的赤铁矿的染色共同造就了意大

利白垩纪远洋红色灰岩的红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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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垩纪大洋红层(CORBs)的出现揭示了一个

富氧的大洋 ,其在世界范围中的广泛分布表明该富

氧环境具有全球意义 ,因而针对白垩纪的大洋红层

的研究成为全球的研究热点之一。白垩纪大洋红层

的红色成因研究成为白垩纪研究中被频繁关注的问

题之一。已有研究均认为赤铁矿致色是导致白垩纪

的大洋红层呈红色的根本原因(Channel l等 , 1987;

To rrent et al., 1987;Deaton et al., 1991;Eren et

al.,1999;胡修棉等 ,2006)。

众所周知 ,过渡族元素中除铁外 ,尚有多种离子

可以致红色 ,如 M n2+和 Ti4+等。白垩纪大洋红层

的红色是否和这些元素相关 ? 本文以意大利

Contessa Quarry 剖面红色灰岩(H u e t al.,2006)为

研究对象 ,通过电子顺磁共振研究表明 , Mn2+是以

类质同象替代 Ca2+的方式进入方解石的晶格的 ,也

就是说该方解石为一含锰的方解石 ,而已有资料表

明锰方解石呈淡粉红色(PDF2-02-0714),在紫外光

照射下呈鲜明的粉红色萤光 。这就表明 , M n
2+
也参

与致色 。本文旨在探寻白垩纪大洋红层的红色的致

色离子 ,为此遴选了鲕状赤铁矿和菱锰矿为含 Fe3+

和 M n
2+
致色离子的致色矿物 ,佐以方镁石(化学纯

氧化镁)为基体配制了一系列的混合物 ,通过对其可

见光吸收光谱的研究以期揭示大洋红层呈红色的原

因 。

1　样品与实验方法

在本文中 , 红色灰岩采自意大利 Gubbio 镇

Conte ssa Quarry 剖 面 , 为 一 典 型 的 白 垩 纪

Turonian期远洋红色灰岩(Hu e t al.,2006)。作者

选取了鲕状赤铁矿(ooli tic hemat ite)、菱锰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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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hodochro site)和方镁石(periclase)进行了配比(如

表 1),获得了一系列两相和三相的红色样品 ,将其

分别定名为 H P-n 、RP-m 和 H RP-k(其中 n 、m 、k 为

自然数),并用可见光漫反射光谱技术进行了表征 。

其中鲕状赤铁矿采自河北宣化庞家堡 ,云母赤铁矿

产地不明 ,镜铁矿采自意大利 Sicily 州 Elba 岛的

Rio Marina ,菱锰矿采自美国 M ontana 州的 But te

地区 ,以上样品均为南京大学地球科学系矿物教研

室标本。方镁石为人工合成的化学纯级的氧化镁试

剂。

表 1　含不同重量分数赤铁矿和菱锰矿的混合物(%)

Table 1　The mixtures with different weight fractions of

hematite and rhodochrosite(%)

n , m , k H P H RP RP

1 0.05 0.05 0.06

2 0.10 0.10 0.11

3 0.15 0.25 0.29

4 0.20 0.58 0.51

5 0.25 1.00 1.04

6 0.35 10.00

7 0.50

8 1.00

所有样品的电子顺磁共振测试均是在南京大学

分析测试中心的德国 Bruker 公司生产的 X 波段

ER200型电子自旋共振波谱仪上完成 ,测试条件

为:微波频率为 9.76GH z ,功率为 19.920mW ,信号

转换时间为 81.920m s ,时间常数为 40.960ms ,所有

样品粉末样 、重量均为 0.1000g 。全部样品的可见

光吸收光谱的测试工作均是在南京师范大学分析中

心的美国 V arian 公司生产的 Ca ry5000 型紫外/可

见/近红外分光光度计上完成的。

2　实验结果

2.1　大洋海相碳酸盐的电子自旋共振波谱(ESR)

图 1给出了意大利红色碳酸盐的 Fe
3+
和 M n

2+

的电子顺磁共振波谱 ,如图 1a 所示 , M n2+的 ESR

波谱显示了典型的位于八面体配位的 M n2+电子共

振信号 ,其波谱显示了两套电子共振信号 ,其中心磁

场分别位于 3483.6657G Hz 和 3473.3280 GH z ,且

出现了禁戒跃迁 ,表明 M n2+处于一种变形的八面

体配位中 。而 Fe
3+
的信号被淹没在 M n

2+
的信号中

(图 1b),也表明了 Fe
3+
的量要远小于 Mn

2+
的量。

2.2　配比混合物的可见光吸收光谱

图 2给出了鲕状赤铁矿和菱锰矿的可见光吸收

图 1　红色灰岩的 Mn2+(a)和Fe3+(b)电子自旋共振波谱

Fig.1　The M n2+and Fe3+ESR spectra of red limestone

光谱图及其一阶导数谱 。如图 2a 的一阶导数谱所

示 ,赤铁矿在 570nm 附近出现了一个吸收谷 。如图

2b 的一阶导数谱所示 ,菱锰矿在 577nm 处出现了

一个吸收谷 ,除此之外还出现了 368.4nm 、409.6和

467nm的 3个吸收谷。

图 3 、4和 5 分别给出了不同重量分数的 H P 、

H RP 和 RP 的可见光吸收光谱的一阶导数图 ,如图

3所示 ,不同含量的 H P 混合物的一阶导数图上在

572.8nm 处出现了一个稳定的吸收谷 ,随赤铁矿含

量的降低在短波长一侧的 560nm 出现了一个吸收

谷 ,该吸收谷随赤铁矿含量的降低而变得明显;如图

4所示 ,不同 H RP 混合物的一阶导数图上在 575nm

附近出现了一个吸收谷 ,随赤铁矿和菱锰矿含量的

降低在短波长一侧亦564 nm附近出现一吸收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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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鲕状赤铁矿(a)和菱锰矿(b)的可见光吸收

光谱及其一阶导数谱

Fig.2　The visible absorption spectra and their 1 st

derivative spectra of oolitic hematite(a)and rhodochro site(b)

图 4　鲕状赤铁矿 、菱锰矿和方镁石混合物的

可见光吸收光谱之一阶导数谱

Fig.4　The visible absorption spectra and their 1 st

de riva tive spect ra of the ternary mixtures comprised

by oo litic hema tite , rhodochrosite and periclase

图 3　鲕状赤铁矿和方镁石混合物的可见

光吸收光谱之一阶导数谱

Fig.3　The visible abso rption spec tra and their 1st

derivativ e spectra o f the mix tures comprised

by oo litic hematite and pe ricla se

如图 5所示 ,不同含量的菱锰矿和方镁石的混合物

的一阶导数图中不同程度地出现了菱锰矿的信号 ,

在菱锰矿含量低至 0.29%时仍可辨认出菱锰矿的

信号 ,但其在 577nm 处的吸收谷却不能被检出 。

3　讨论

笔者在配置 H P 混合物样品之前 ,选择了包括

鲕状赤铁矿 、云母赤铁矿和镜铁矿在内 3 个赤铁矿

的纯样进行了对比测试 ,发现了随赤铁矿结晶度的

降低 ,570nm 附近的吸收谷由 586.4nm(镜铁矿)偏

移至 577.4nm(鲕状赤铁矿)(图 6)。由图 6还可看

出 ,鲕状赤铁矿的吸收谷的深度要比云母赤铁矿和

镜铁矿的深度高一个数量级 ,表明鲕状赤铁矿比云

母赤铁矿和镜铁矿的染色能力要高一个数量级 。据

此 ,笔者推测 ,结晶越差的赤铁矿 ,其染色能力就越

强 ,在光谱上吸收谷或反射峰出现的位置就越靠近

绿光区 。

又因笔者在配制含鲕状赤铁矿(H P)、含鲕状赤

铁矿和菱锰矿(H RP)及含菱锰矿混合物(RP)时采

用的是方镁石基体(其摩氏硬度为 6.0),配制三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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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菱锰矿和方镁石混合物的可见光吸收光谱之一阶导数谱

Fig.5　The visible abso rption spectra and their 1st derivative spectra of the mix tures comprised by rhodochrosite and periclase

(a)—菱锰矿和方镁石混合物的可见光吸收光谱图;(b)—a 图中各种含量混合物的一阶导数图;(c)—10%含量的混合物的一阶导数图

(a)—The visible abso rp tion spect ra of the mixtures b y rh odochrosite and periclase;(b)—1s t derivat ive spect ra of dif f erent rat ios of

the mixture;(c)—1st derivative spectra of di ff erent rat ios of 10% mixtures

混合物时均充分研磨了样品以使致色矿物和基体充

分混合均匀 ,这样的研磨可能导致部分赤铁矿晶体

的结晶度降低。笔者在研磨鲕状赤铁矿 、云母赤铁

矿和镜铁矿时还发现只有鲕状赤铁矿在玛瑙研磨上

粘染的比较明显 ,而后两者均未发生粘染现象 。上

述事实表明 ,鲕状赤铁矿具有极强的染色能力 ,其含

量低至 0.05%(本文)或0.01%(Deaton和 Balsam ,

1991)时在可见光吸收或反射光谱的 565nm 附近均

可见一吸收或反射信号。

本文以方镁石为基体合成的含鲕状赤铁矿

(H P)、含鲕状赤铁矿和菱锰矿(H RP)及含菱锰矿

混合物(RP)的可见光吸收光谱的结果显示 ,随鲕状

赤铁矿的含量的降低 , HP 和 H RP 的图谱上在

560nm出现一个新吸收谷 ,而 RP 的图谱上则未出

现这种现象 ,这表明出现 560nm 吸收谷信号是由于

鲕状赤铁矿的结果。Deaton 和 Balsam(1991)在测

试以方解石为基体合成含赤铁矿的混合物的可见光

反射光谱时 , 在混合物的可见光吸收光谱上的

565nm或 575nm 处出现一个反射峰 ,他们发现随赤

铁矿含量的增加反射峰的波长变长。

远洋红色灰岩的电子顺磁共振波谱上出现了

M n2+的电子跃迁的 、典型的 6个电子共振信号 ,并

且出现了超精细分裂。在该波谱上可见中心磁场分

别位于 3483.6657G Hz 和 3473.3280 GH z 处的两

套电子共振信号 ,该信号表明 Mn2+处于一种变形

的八面体中 ,它作为 Ca2+的类质同相替代存在于方

136



第 1 期　　　　　　　　蔡元峰等:M n2+和 Fe3+的致色作用:来自意大利白垩纪远洋红色灰岩的启示

图 6　云母赤铁矿和镜铁矿的可见光

吸收光谱之一阶导数谱

Fig.6　The visible absorption spectra and their 1 st

derivativ e spectra o f mica hema tite and specula rite

解石的晶格中 。这与其化学成分分析中发现的

Mn
2+
和 Ca

2+
是协同变化的规律是一致的(H u and

Cheng , in press)。而由于 M n2+的类质同相替代使

得方解石的晶体结构发生了一定的变形 ,同时其衍

射线将向高角度发生一定的偏移 ,当替代达到一定

量时将使得方解石显粉红色 ,如锰方解石即为红色

(PDF2-02-0714)。

由菱锰矿的可见光吸收光谱(图 2b)可知 ,菱锰

矿在紫光区有强而显著的吸收峰 ,表明菱锰矿的红

色主要源于紫光区的发射。又如图 5所示的 RP 混

合物的可见光吸收光谱可见 ,407.2nm 的紫光吸收

随菱锰矿含量由 10%降低至 0.29%时尤清晰可见 ,

在含量为 0.11%的谱上也可见一分辨率较差的较

宽小峰 ,同时在其一阶导数谱上也可见该信号随菱

锰矿含量降低逐渐减弱 ,虽然当菱锰矿的含量低于

0.11%时 ,位于 577nm 的吸收谷不能被检测出 ,但

可见菱锰矿在 408nm 的吸收依然较为清晰 。这表

明菱锰矿的致色和赤铁矿的染色不同 ,赤铁矿有极

强的染色能力 ,而菱锰矿则是由 M n
2+
外层发生电

子跃迁后 ,离子处于受激态 ,发射出波长为 408nm

的紫光光子带走多余的能量 ,该光子的能量即等于

发生跃迁的两个能级的能量差 。而红色的暗或淡则

是取决于发射出的紫光的强度 ,这一强度取决于单

位时间内发射的紫光的光子数 ,能发射多少光子数

则受 M n2+的含量决定 。这就表明 M n2+的出现是

导致含锰方解石呈红色的根本原因 ,而其它含锰矿

物如蔷薇辉石 、锰铝榴石 、锰橄榄石等均呈红色 ,它

们具有同菱锰矿相似的光谱特征(甘甫平等 , 2003;

燕守勋等 ,2003),具有相同的呈色机制 ,即电子跃迁

诱导紫光发射致色 。

4　结论

鲕状赤铁矿 、云母赤铁矿 、镜铁矿 、含鲕状赤铁

矿混合物 ,含鲕状赤铁矿和菱锰矿混合物 ,菱锰矿混

合物的可见光吸收光谱的特征表明:①深度研磨

导致赤铁矿结晶度降低;而随赤铁矿结晶度的降低 ,

吸收谷或反射峰向短波长方向移动 ,表明赤铁矿的

致色机制是染色;②菱锰矿致混合物呈红色的菱

锰矿含量下限是 0.11%,菱锰矿的致色是由于电子

跃迁诱导的紫光发射引起的;③ M n2+类质同象替

代 Ca
2+
可以使方解石呈红色 ,它是红色灰岩呈色的

原因之一;④ 极细粒 、非晶态赤铁矿的染色和

M n2+的电子跃迁诱发的光致发光共同导致了大洋

红层中岩的红色。

致谢:本文中的可见光吸收光谱的测试是在南

京师范大学分析测试中心的冯玉英教授的指导下完

成的 ,电子自旋共振的测试是由睢云霞高工完成的 ,

她们提出的建议使本文增色良多 。在此 ,深表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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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has been w idely accepted that the color o f red sediments results f rom iron oxides.Thus , the dyeing

of hem atite is also thought to be reason o f reddish limestone in the Cretaceous Ocean Red Beds (CO RB).

H ow ever , as w e know that manganese mine rals such as rhodochro site , spessartite , rhodonite and

manganocalcite etc., are al l red , pink o r in varieties of the red.The ES R study show ed that the valence of

manganese is +2 , the content is higher than that of iron cations , and the cat ions are placed in octahedral

sites of the st ructure.To reveal the origin of the co lor , three ferric o xides , oolit ic hem atite , mica hemati te

and speculari te , and a rhodochro site w ere selected and measured by a Visible Abso rption Spect romete r.
The comparative Visual Spect ra study o f four minerals show ed that one broad absorption shoulder w as

present on the spectra o f three ferrous oxides and four absorption peaks at 362nm , 408nm , 445nm and

547nm appeared on the spectra of rhodochrosi te.T he peak at 577nm in the 1s t derivative visible spect ra w as

ascertained as the characterist ic peak of the hemati te , and used to identify the existence of hemati te in

sediments o r rocks , and believed to be the colo r origin.The peak could be easi ly identif ied a t all fer ric

oxides but the po sitio n shif ted from 586 nm to 577nm from specularite , mica hem atite to oo li tic hem atite.
This might imply that the peak m ay shif t to low er w aveleng th as the crystallized index decreased.

Furtherm ore , this peak w as also present in the deriv ative spect ra of rhodochro site.This might indicate

that the fer ric o xide w as no t the only mineral w hich could resul t in the red in colo r.The intensi ty of peak

at or nea r 577nm w as about 0.0065 , 0.0006 , 0.002 in oo li tic hemati te , mica hem atite o r specularite ,

rhodochrosi te , respectively .This m ay indicated that the capability of dyeing of these four mine rals

fo llow ed w ith the orde r of oo litic hemati te , rhodochrosite , mica hemati te o r specularite.According to the

origin o f oolit ic hemat ite w hich w as similar to the o rigin of hem atite in red limestone at their sedimenta ry

origin and the rhodochro site w as similar to m anganese calci te at it s st ructure and color , a series of biphase

or t riphase mix tures w ith dif ferent f ractions in the range of 1.0% to 0.05% of o olitic hem atite and

rhodochrosi te w ere measured on the visible spect rome ter.The study show ed that the peak at 577 nm w as

stable , wel l-reso lved and the intensi ty decreased wi th the decrease of the f ractions in spectra of o olitic

hemat ite biphase.H ow eve r , the peak at 577 nm and at 411 nm in the 1st de riva tive spect ra of

rhodochrosi te bi-phase could be identified as lowe r as to 0.5% and 0.11%, respectively .The 1st de riv ative

spect ra of the oo li tic hem atite and periclase mixtures showed that the site of the abso rption w as departure

f rom 577nm in oolitic hem atite to 560nm in mix tures.This show ed that the deep g round w hose aim w as to

unifo rmly mix the sam ple resul ted in the fo rming o f am orphous hem atite.It w as the w orse cry stal line and

ul trafine particles of hem atite and M n2+ that resulted in the origin o f red o f limestone.

Key words:oo li tic hem atite;rhodochro site;colourizing role;COR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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