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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四川省 30 个典型紫色土剖面共计 100 个样品为研究对象，对其进行室内颜色测定和化学分析测试，获取 Munsell
HVC、CIE L*a*b*色度参数、各形态铁锰含量（全量 Fet/Mnt，游离态 Fed/Mnd，活性态 Feo/Mno 和络合态 Fep/Mnp）及有机
质含量数据。采用相关分析和逐步回归分析方法，研究紫色土色度参数与铁锰形态及有机质的定量关系。结果表明：紫色土
有机质含量仅与 C、a* 和 b*呈显著负相关，与 H、V 和 L*没有相关关系。铁锰含量与颜色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Fet、Feo、
Fep、Mnt、Mnd 和 Mno 与两颜色系统色度参数均有显著相关关系。除络合态外，其余形态锰与色度参数的 Pearson 相关系数
均高于铁，且各形态锰与色度参数的一元拟合决定系数均高于各形态铁。铁锰及有机质共同作用与紫色土颜色的逐步回归拟
合决定系数 R2 介于 0.46～0.54 之间，相对于铁或锰单独作用，铁锰及有机质共同作用与两颜色系统的回归拟合度更高。
关键词：紫色土；色度参数；铁锰形态；有机质；定量关系；逐步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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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antitative Relationship of Colorimetric Parameters with Forms of Iron and
Manganese and Organic Matter in Purplish Soil
YAN Zhaomin, YUAN Dagang†, YU Xingxing, LÜ Yang, LIU Fan, CHENG Zhang
(College of Resources, Sichu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Chengdu 611130,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Sichuan is an area the most typical of concentrated distribution of purplish soil in China. For this paper, a
total of 100 samples were collected from 30 typical purplish soil profiles widely distributed in Sichuan Province for analysis in an
attempt to explore quantitative relationships of colorimetric parameters of purplish soil with forms of iron and manganese, and
organic matter. 【Method】The samples were subjected to color measurement and chemical analysis in the laboratory for
determination of Munsell HVC, CIE L*a*b* colorimetric parameters, content of iron and manganese by form (total Fet/Mnt, free
form Fed/Mnd, amorphous form Feo/Mno and organic-bound form Fep/Mnp) and content of organic matter. Correlation analysis
and stepwise regression analysis of the data were performed to specify quantitative relationships of colorimetric parameters of the
purplish soil with forms of iron and manganese, and organic matter therein. 【Result】 Results show that organic matter content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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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urplish soil is significantly and negatively related only to C, a* and b*, but not related at all to H, V and L*. Content of iron
and manganese in the purplish soil is closely related to color of the soil. Fet, Feo, Fep, Mnt, Mnd and Mno are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colorimetric parameters of the two color systems. Pearson correlations of manganese of all forms, except for
organic-bonded form, with colorimetric parameters are higher than those of iron of all forms in coefficient, and so are one-way
fitting determination coefficients of manganese of all forms with colorimetric parameters. Determination coefficient R2 of
stepwise regression fitting of the joint effect of iron, manganese and organic matter on color of the purplish soil varies between
0.46 and 0.54. 【Conclusion】Manganese content has an extremely important effect on purplish soil, which is “purple” in color.
The soils derived from the purplish parent rocks that are relatively high in manganese content are slightly purple in color.
Compared with the effect of iron or manganese alone, the combined effect of iron, manganese and organic matter exhibits a
higher degree of regression fit with the two color systems.
Key words: Purplish soil; Colorimetric parameters; Iron and manganese speciation; Organic matter; Quantitative relationship;
Stepwise regression analysis

土壤颜色是土壤调查中常需观测的最醒目的形

紫色土有机质含量以及全量铁锰（Fet、Mnt），游离

态特征之一，是系列物理、化学性质的重要诊断标

态铁锰（Fed、Mnd），活性态铁锰（Feo、Mno）和络

[1]

[2]

志 。紫色土（在中国土壤系统分类 中属于紫色湿

合态铁锰（Fep、Mnp）的含量，分析 Fe、Mn 各形

润雏形土和紫色正常新成土等类型）是热带、亚热

态及有机质与紫色土各颜色参数的关系，为紫色土

带地区由紫色岩风化形成的幼年岩性土壤。四川是

分类研究奠定基础。

我国紫色土分布最集中、最具代表性的区域，占全
国紫色土分布面积的 51.53%。紫色土呈色原因众说

1

材料与方法

纷纭，从现有研究来看，紫色土由紫色岩继承而来
的暗紫、紫红、棕红至红黄系列颜色，主要是母岩
中铁、锰形态及含量的差异所致 [3-5]。何毓蓉等 [6]的
研究发现结晶性赤铁矿（α-Fe2O3）是决定紫色土土
色的主要呈色成分；锰的化合物也有重要影响。此
外，众多研究表明土壤有机质是影响土壤颜色参数
指标之一，且主要影响土壤亮度 [7-9]。
颜色描述系统很多，土壤调查常使用 Munsell
系统描述土壤颜色，此外还有 CIE 标准色度学系统
等 [1]。日本柯尼卡美能达 CM-600d 型分光测色计能
同时获得多种色度参数，包括 CIE L*a*b*和 Munsell

1.1

紫色土样品采集与测定
依据第二次全国土壤普查资料、
《中国土种志》[17]

及《四川土种志》 [18] 中记载的四川紫色土信息，于
2015—2016 年在四川境内主要根据母岩颜色特征、
土层厚度等采集酸性、中性和石灰性紫色土各 10 个
剖面（图 1），共计 100 个样品。采集的土壤样品及时
运回实验室，经风干、去杂、研磨、分别过 10 目和
60 目尼龙筛后混匀装袋储存以测定土壤颜色和各形
态铁锰。供试土壤剖面所属地层及其母岩岩性见表 1。

HVC 等色度指标，且获得的色度指标均为连续型数
据。已有研究结果表明，分光测色计能准确测定土
壤颜色 [10]，这样就方便了土壤颜色与着色物质含量
之间定量关系的研究。
前人对土壤颜色的研究集中在有机质、水分含
量及铁的氧化物与土壤颜色的关系上 [11-13]，另有大
部分研究基于高光谱的土壤物质含量反演 [14-16] ，对
紫色土色度参数的研究较少，且未关注锰形态对颜
色的贡献。本文使用 CM-600d 型分光测色计测量四
川 30 个典型紫色土剖面共计 100 个风干土壤样品的
Munsell HVC 和 CIE L*a*b*颜色参数指标，并测定
http://pedologica.issas.ac.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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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1

紫色土样点分布图

Distribution of sampling si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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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试紫色土母岩所属地层及岩性

Stratigraphy and lithology of the tested purplish parent rocks

剖面编号

所属地层

岩性

剖面编号

所属地层

岩性

Profile No.

Stratigraphy

Lithology

Profile No.

Stratigraphy

Lithology

酸性紫色土

51-139

侏罗系沙溪庙组 J2s2

浊红棕色砂岩

51-082

侏罗系益门组 J1-2y

浊红橙色泥岩

51-155

侏罗系沙溪庙组 J2s

灰红紫色砂岩

51-085

三叠系飞仙关组 T1f

浊棕色砂页岩

51-156

侏罗系沙溪庙组 J2s

灰红紫色砂岩

51-140

白垩纪夹关组 Kj

红色砂岩

51-169

侏罗系沙溪庙组 J2s

紫灰色泥岩

51-142

侏罗系沙溪庙组 J2s2

灰红色砂岩

51-175

侏罗系沙溪庙组 J2s

红棕色粉砂岩

51-144

侏罗系沙溪庙组 J2s2

灰红色泥岩

51-145

侏罗系沙溪庙组 J2s

2

灰红紫色砂岩

51-010

侏罗系蓬莱镇组 J3p

灰红色砂岩

51-146

侏罗系沙溪庙组 J2s

2

浊橙色砂岩

51-086

白垩系汉阳铺组 K1h

橙色砂岩

51-149

侏罗系遂宁组 J3s

浊橙色泥岩

51-106

侏罗系沙溪庙组 J2s

亮红棕色砂岩

51-182

白垩系苍溪组 K1c

红棕色粉砂岩

51-120

白垩系汉阳铺组 K1h

紫红色砂岩

51-188

白垩系窝头山组 K1w

灰红色泥岩

51-136

侏罗系沙溪庙组 J2s

灰红紫色砂岩

51-138

侏罗系沙溪庙组 J2s2

灰紫色砂岩

中性紫色土

石灰性紫色土

51-070

侏罗系官沟组 J3g

浊红棕色砂岩

51-162

侏罗系蓬莱镇组 J3p

灰紫色砂岩

51-076

侏罗系官沟组 J3g

暗灰紫色砂岩

51-164

侏罗系遂宁组 J3s

橙色泥岩

51-103

侏罗系益门组 J1-2y

橙色泥岩

51-168

侏罗系遂宁组 J3s

亮红棕色泥岩

51-112

二叠系峨眉山玄武岩组 P2β

暗灰紫色砂岩

51-180

白垩系苍溪组 K1c

红棕色粉砂岩

51-113

三叠系飞仙关组 T1f

暗灰紫色砂岩

分光测色计测定土壤颜色方法参考陈剑科等 [10]

于 YR 色调，介于 2.2～8.6YR 之间，平均值为 5.4YR，
V 介于 3.1～5.2 之间，平均值为 4.4，C 介于 1.5～

的研究。
土壤样品有机质采用重铬酸钾-硫酸消化法测

6.6 之间，平均值为 3.3；三个色度参数中均为酸性

定。全量铁、锰采用氢氟酸-高氯酸法消煮，游离态

紫色土颜色分布范围最广，石灰性紫色土颜色分布

铁、锰采用柠檬酸钠-连二亚硫酸钠-重碳酸钠

最小；除 H 外，色度参数平均值总体呈现中性紫色

（DCB）法浸提，活性态铁、锰采用草酸-草酸铵缓

土 < 石 灰 性 紫 色 土 < 酸 性 紫 色 土 的 特 征 。 在 CIE

冲液在避光条件下震荡 2 h 后浸提，络合态铁、锰

L*a*b*颜色系统中，L*介于 32.0～53.9 之间，平均

采用 pH=10 的焦磷酸钠溶液浸提。消煮液或浸提液

值为 45.8，a*介于 3.8～23.2 之间，平均值为 9.7，

中各形态铁、锰含量采用电感耦合等离子发射光谱

b*介于 7.4～28.8 之间，平均值为 16.9；a*/b*表征

仪（ICP-AES）测定 [19]。

土壤的“相对红度” [9]，a*/b*在 0.37～0.83 之间，

数据分析

1.2

平均值为 0.57，表明该区域紫色土颜色整体偏红。

描述性统计、相关分析及逐步回归分析在 Excel
2013、SPSS 22.0 平台下完成。

除 a*/b*以外，色度参数平均值总体呈现出中性紫色
土<石灰性紫色土<酸性紫色土。
2.1.2

2

结

果

铁、锰形态及有机质

根据表 3 及表中未

显示的信息，紫色土 Fet 含量介于 20.52～148.31 g·kg–1
之间，平均值为 62.09 g·kg–1；Fed 含量介于 6.55～

紫色土色度参数、有机质及铁锰形态统计特征

70.29 g·kg–1 之间，平均值为 23.96 g·kg–1；Feo 含量

根据表 2 及表中未显示的信

介于 0.06～6.39 g·kg–1 之间，平均值为 1.35 g·kg–1；

息，在 Munsell 颜色系统中，所有样品的 H 均集中

Fe p 含量介于 0.01～9.45 g·kg –1 之间，平均值为

2.1
2.1.1

色度参数

http://pedologica.issas.ac.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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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Table 2
土壤类型 Soil type

紫色土 Munsell 和 L*a*b*颜色系统平均值

Mean values of munsell and L*a*b* color systems of the purplish soil

色调 H（YR）

明度 V

彩度 C

亮度 L*

红度 a*

黄度 b*

a*/b*

酸性紫色土

5.3a

4.6a

3.8a

47.7a

11.0a

19.4 a

0.56 a

中性紫色土

5.5a

4.1b

2.6b

42.4b

7.9b

13.6b

0.58a

石灰性紫色土

5.3a

4.6a

3.4c

47.1a

9.9a

17.5a

0.57a

三种紫色土

5.4

4.4

3.3

45.8

9.7

16.9

0.57

注：同一列数据不同小写字母表示不同土壤类型间差异显著（P < 0.05）。下同。Note：Different lowercase letters in the same column
indicat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different soil type（P < 0.05）. The same as below.

表3
Table 3

紫色土各形态铁、锰及有机质平均值

Mean value of iron and manganese of various forms and organic matter in the purplish soil

土壤类型 Soil type

Fet/（g·kg–1）

酸性紫色土

63.39ab

中性紫色土

Fed/（g·kg–1）

Feo/（g·kg–1）

Fep/（g·kg–1）

27.49a

1.67a

2.24a

44.47ab

0.55a

67.67a

26.98a

1.62a

0.21b

39.43a

1.21b

石灰性紫色土

54.37b

16.29b

0.68b

0.09b

30.41b

0.93b

三种紫色土

62.09

23.96

1.35

0.92

38.59

0.88

Fed/Fet/%

土壤类型 Soil type

Mnd/（g·kg–1）

Mno/（g·kg–1）

Mnp/（g·kg–1）

Mnd/Mnt/%

SOM/（g·kg–1）

酸性紫色土

0.42a

0.33a

0.05a

62.89a

11.54a

中性紫色土

0.70a

0.72b

0.02b

57.95a

12.73a

石灰性紫色土

0.45a

0.32a

0.01b

48.88b

10.15a

三种紫色土

0.52

0.46

0.03

57.06

11.52

Mnt/（g·kg–1）

0.92 g·kg–1；铁游离度介于 19.65%～74.28%之间。

色调越偏红。Fep 与 V、C、L*、a*、b*均呈极显著

从表中可以看出酸性紫色土 Fed、Feo、Fep 以及铁的

正相关，Fed/Fet 与 a*和 C 均呈显著正相关。综上，

游离度的平均值均高于中性和石灰性紫色土。紫色

Fed 含量只对紫色土颜色的 V 和 L 产生显著影响，

–1

土 Mnt 含量介于 0.12～6.15 g·kg 之间，平均值为
–1

–1

0.88 g·kg ；Mnd 含量介于 0.03～6.05 g·kg 之间，
–1

平均值为 0.52 g·kg ；Mno 含量介于 0.00～5.06 g·kg

–1

–1

之间，平均值为 0.46 g·kg ；Mnp 含量介于 0.00～
–1

–1

Feo 含量和 Fep 含量在 2 个颜色描述系统中均至少与
2 个参数有显著相关关系，尤其在 CIEL*a*b*颜色
系统中，Feo 与 L*、a*、b*均呈显著正相关。
紫色土铁形态与各色度参数的一元拟合结果表

0.16 g·kg 之间，平均值为 0.03 g·kg ；锰游离度介

明，各形态铁与 HVC 和 L*a*b*的一元拟合决定系

于 12.69% ～ 93.78% 之 间 。 土 壤 有 机 质 含 量 介 于

数 R2 介于 0.00～0.34 之间。随着 Fet 和 Feo 含量的

2.40～56.69 g·kg–1 之间，平均值为 11.52 g·kg–1。

增加，V、C、L*、a*、b*均呈逐渐下降趋势，而 H

2.2

铁、锰形态及有机质与紫色土色度参数的相

呈逐渐上升趋势。Fet 与 L*和 V 的拟合决定系数 R2

关与回归关系

均为 0.34，显著高于其他色度参数指标，表明 Fet

由相关分析结果可知，土壤 Fet

含量对紫色土明暗程度影响最大。相对于其他色度

含量与 V、C、L*、a*、b*呈极显著负相关，与 H

参数，Feo 与 H 的拟合决定系数 R2 最高，为 0.25，

呈极显著正相关。Fed 含量仅与 V、L*呈极显著负相

Feo 对紫色土 H 影响最大，H 随 Feo 含量增加而偏黄。

关，而与其他色度参数之间未出现显著相关关系。

Fep 含量与 H 未出现显著回归关系，但随着 Fep 含量

Feo 含量与 H 呈极显著正相关，与 V、L*和 a*呈极

的增加，V、C、L*、a*、b*值均呈逐渐上升的趋势，

显著负相关，与 C 呈显著负相关，即 Feo 含量越低，

即颜色亮度由暗向亮变化，在红度方向上偏红，在

2.2.1

铁形态

http://pedologica.issas.ac.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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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度方向上偏黄。相比较而言，在 Munsell HVC 颜

数的回归拟合决定系数 R2 介于 0.284～0.398 之间。

色系统中，H 主要受 Feo 含量影响，V 主要受 Fet 含

V 和 L*的回归模型中包含 Fet 和 Fep，表明 Fet 和 Fep

量影响，C 主要受 Fep 含量影响；在 CIE L*a*b*颜

是影响土壤明度（亮度）的主要决定因素，两者共

色系统中，L*主要受 Fet 含量影响，b*主要受 Fep

同可以解释因变量 38.6%的变化。Fep、Feo、Fed 和

含量影响，a*与各形态铁含量均无显著关系。

Fet 四种形态均能影响土壤 C 和 a*，四者分别解释 C

逐步回归法是通过自变量的显著性选取最优变

和 a*在土壤中 39.8%和 38.6%的变化。H 主要受 Feo

量的过程，在土壤学研究中有广泛的应用。本研究

和 Fed 影响，两者共同解释 H 在土壤中 28.4%的变

利用逐步回归分析法定量判定紫色土各形态铁、锰

化，Feo 是主要决定因素。b*主要受 Fep 和 Feo 影响，

含量解释色度参数变异的能力。逐步回归分析结果

两者共同解释 b*在土壤中 32.0%的变化，Fep 是主要

（表 4）表明，紫色土铁形态与两颜色系统各色度参
表4
Table 4

紫色土铁形态与色度参数逐步回归方程

Stepwise regression equations for correlations between iron forms and colorimetric parameters in the purplish soil

颜色系统 Color system
HVC

决定因素。

回归方程 Regression equations
**

H=5.074+0.709 Feo –0.027Fed

*

V= 4.970–0.01Fet**+0.082Fep**
C= 3.645+0.234Fep**–0.267Feo*+0.04Fed** –0.019Fet*
L*a*b*

**

L*= 51.267–0.101Fet +0.843Fep
*

**

**

**

a*= 10.744+0.504Fep –1.252Feo +0.162Fed –0.06Fet

*

b*=16.785+1.573Fep**–0.965Feo*

R2

P

0.284

<0.001

0.385

<0.001

0.398

<0.001

0.383

<0.001

0.386

<0.001

0.320

<0.001

注：表中 **表示在 P<0.001 水平下显著相关， *表示在 P<0.01 水平下显著相关。下同。Note： ** indicates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at
P<0.001 level， * indicates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at P<0.01 level. The same as below.

2.2.2

相关分析结果表明，Mnt 与 V、C、

即随着 Mnd 含量增加，紫色土亮度越暗。随着 Mno

L*、a*、b*呈极显著负相关，与 H 呈极显著正相关，

含量的增加，V、C、L*、a*、b*值均呈逐渐下降的

Mnd 和 Mno 均与 H 呈极显著正相关，与 V、C、L*、

趋势，即 Mno 可削弱紫色土亮度、红度和黄度。

锰形态

a*、b*呈显著负相关；Mnp 对紫色土颜色没有显著影
响，可能是由于紫色土中 Mnp 含量过低，对颜色的
影响得不到体现。相比较而言，除络合态外，紫色土
各形态锰含量与色度参数的相关关系均高于各形态
铁，初步表明 Mn 对紫色土颜色的影响要高于 Fe。
紫色土锰形态与各色度参数的一元拟合结果表
明，各形态锰与 HVC 和 L*a*b*的一元拟合决定系
数 R2 介于 0.16～0.44 之间。随着紫色土 Mnt 含量的
增加，V、C、L*、a*、b*均呈逐渐下降的趋势，而
H 呈逐渐上升的趋势。Mnt 与 L*和 V 的拟合决定系
数 R2 最高，达到 0.44，表明紫色土 Mnt 含量对土壤

逐步回归分析结果（表 5）表明，紫色土锰形
态 与 两 颜 色 系 统 回 归 拟 合 的 决 定 系 数 R2 介 于
0.242～0.435 之间。相对于锰的其他形态，Mnt 是影
响紫色土 L*、a*、b*、V 和 C 的主要因素，而 H
主要受 Mno 影响。
表5

紫色土锰形态与色度参数逐步回归方程

Table 5 Stepwise regression equations for correlation between
manganese forms and colorimetric parameters in the purplish soil
颜色系统

回归方程

Color system

Regression equations

HVC

明暗程度影响最大；与 C、a*和 b*的拟合决定系数

P

H= 4.747+1.54Mno**

0.242

<0.001

V= 4.882–0.522Mnt**

0.435

<0.001

C= 4.15–1.025Mnt

R2 分别为 0.41、0.41 和 0.39，拟合度较高。相对于
其他色度参数，Mnd 与 L*和 V 的拟合决定系数 R2

R2

L*a*b*

最高，分别为 0.35 和 0.34，与 b*的拟合决定系数
R2 最低，为 0.16，表明 Mnd 对紫色土亮度影响最大，
http://pedologica.issas.ac.cn

**

0.349

<0.001

**

0.435

<0.001

a*= 12.341–3.196Mnt**

0.329

<0.001

b*= 20.718–4.499Mnt**

0.298

<0.001

L*= 50.345–5.405M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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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质+铁、锰形态
*

本研究中紫色土有

3

*

讨

论

机质含量与 C、a 和 b 呈显著负相关，相关系数分
别为–0.243，–0.235 和–0.219，与 H、V 和 L*未出现

3.1

相关关系。

有机质与紫色土色度参数的关系
关于土壤颜色的现有文献大都表明土壤亮度与

紫色土各形态铁锰及有机质与色度参数的逐步

有机质或有机碳的含量呈显著负相关关系 [7-9] ，但

回归分析结果如表 6 所示，铁、锰各形态及有机质

是，这种关系是非线性的，表明土壤亮度受其他参

共同作用于两种颜色系统的回归拟合决定系数 R2 介

数的影响。大多数是单独研究有机质对土壤颜色的

于 0.457～0.536 之间，其中有机质只出现在 C、a*

影响，而没有考虑有机质与土壤其他性质的相互作

和 b*的回归方程中，且在 P<0.05 水平下与 C、a*

用；同时，土壤样品的来源和质地也是影响有机质

和 b*呈显著负相关，与相关分析结果一致。V 和 L*

与亮度关系的重要因素，如一些作者认为，亮度和

的回归模型中包含 Mnt 和 Fet，两者可以解释紫色土

有机质之间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土壤质地及

V 和 L* 45.7%的变化，Mnt 是影响土壤明度（亮度）

其均匀性 [8] 。本文紫色土有机质含量平均值较低，

的主要决定因素。Mno、Fed、Fet 和 SOM 共同影响

为 11.5 g·kg–1，相关分析和逐步回归结果均表明有

紫色土 C，并可解释其 53.6%的变化，其中 Fed、

机质对紫色土亮度没有影响。相对于其他有机质含

Mno 和 Fet 是主要决定因素。Mnt、Fed、Mnp、Feo
和 SOM 共同影响紫色土 a*，并解释其 53.4%的变

量高的土壤，四川紫色土分布在温暖湿润的亚热带

化，其中 Mnt 和 Fed 是主要决定因素。H 受铁锰 5

气候下，物质循环强烈，有机质含量普遍偏低，导

种形态共同影响，它们共同解释 H 在紫色土中

致其对土壤颜色的影响不够明显。且有机质易与黏

49.9%的变化，其中 Fep、Fed 和 Mnd 是主要决定因

土矿物结合形成有机无机复合体态，有机质在土壤

素。b*受 Mnt、Fep、Fed、Fet 和 SOM 共同影响，它

中主要是以胶膜的形式包被在矿物质土粒的表面，

们共同解释 b*在紫色土中 46.6%的变化。相对于铁

二者共同影响土体颜色的呈现。因此，有机质与其

和锰单独作用与土壤颜色的回归分析，铁锰及有机

他物质的包裹、镶嵌进一步削弱了其与颜色参数的

质共同作用与土壤颜色的逐步回归拟合度更高。

直接关系。

表6
Table 6

紫色土铁锰形态及有机质与色度参数逐步回归方程

Stepwise regression equations for correlations of iron forms，manganese forms and organic matter with colorimetric parameters

颜色系统 Color system

回归方程 Regression equations
H=4.274+0.37Feo*–0.074Fed**+2.062Mnd**+0.272Fep**+0.019Fet*

HVC

**

V= 5.054–0.407Mnt –0.004Fet
**

*
**

**

C= 4.172+0.056Fed –1.398Mno –0.022Fet –0.025SOM

*

L*= 52.122–4.217 Mnt**–0.045Fet*
L*a*b*

a*= 11.842–3.897Mnt**+0.128Fed**–0.632Feo*–18.283Mnp*–0.055SOM*
*

*

*

*

b*=20.95–2.834 Mnt +0.746Fep –0.118SOM +0.145Fed –0.071Fet

3.2

*

R2

P

0.499

<0.001

0.457

<0.001

0.536

<0.001

0.457

<0.001

0.534

<0.001

0.466

<0.001

平均值为 62 g·kg–1，Fed 含量为 6～70 g·kg–1，平均

铁形态与紫色土色度参数
许书堂等 [20]研究认为表现为红、黄、棕等颜色

值为 24 g·kg–1，从铁质丰富这一点可以认为铁对紫

的 岩石是由于 岩石中含有 铁的氧化物 或氢氧化 物

色土土色有重要影响。紫色土各形态铁含量均与土

[21]

对中国黄土颜色变化

壤 L*显著相关，随 Fed 含量增加，紫色土明度和亮

的控制因素研究表明，黄土的 L*变化主要与铁氧化

度由亮向暗变化，原因可能是 Fe 的发色团与黏土矿

物、有机质、碳酸盐的含量有关，三者的影响依次

物结合时降低了亮度 [22]。对紫色母岩颜色的研究表

减弱，而 a*变化则主要受控于铁氧化物的种类和含

明在 L*<50 区间，Fed 与亮度的相关系数更大，分

（赤铁矿和褐铁矿）。何柳等

–1

量。本研究中三种紫色土 Fet 含量达 21～148 g·kg ，

别达到 0.748 和 0.702。有学者认为土壤呈红色的鲜

http://pedologica.issas.ac.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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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因。土壤中 Mnd 含量高时，可使土壤带有紫色，
如日本静岗县发现的一种称为“巧克力色”的土壤，

与土壤 Munsell 间的关系，认为土壤 C 随 Fed 含量

据测其易还原性锰高达 1 201 mg·kg–1，较同地区的红

增加而增加。本研究中 C 和 a*与 Fet、Feo 和 Fep 显

黄色土高出 10 倍，因此推测土壤中含有较多的易还

著相关，而与 Fed 无相关关系。紫色土多是新成土，

原性锰是该土壤呈现巧克力色的原因 [6] 。杨艳生 [24]

土壤风化程度低，紫色土的颜色主要是对母质的继

的研究也发现锰的氧化物含量相对较高的紫色母岩

承，土壤中 Fed 大部分来自于红色母岩，且紫色土

和土壤，其颜色略偏紫。本研究发现，对四川地区

的颜色又受有机质和锰形态等其他因素的影响，部

紫色土而言，锰形态对各色度参数均有影响，Mnt

分呈现出不同于红壤或黄壤的“紫色”特征，从而

影响紫色土的 L*、a*、b*、V 和 C，H 主要受 Mno

掩盖了土体铁质的影响，或由此使得 Fed 与 a*和 C

影响。本研究中 Mnt 含量高于 1 000 mg·kg–1 的土壤

的关系并不显著。而铁锰逐步回归分析结果表明 C

剖面（图 2），其土色多呈棕紫、暗紫或紫红色，还

和 a*主要受 Mnt 和 Fed 含量影响，与相关分析结果

有个别呈现出类似巧克力的颜色，而其他锰含量较

不尽一致，原因在于解释变量之间存在共线性，逐

低的土壤剖面土色多呈棕红或红黄色。图 2 中的紫

步回归法筛选并剔除引起多重共线性的变量使最终

色土大多发育自中生代三叠纪和侏罗纪地层的紫色

保留在模型中的解释变量既是重要的，又没有严重

沉积岩，较其他母质发育的土壤有更典型的偏紫色

多重共线性，从而使得 Fed 被保留在模型中。Feo 对

特征，其原因可能与前述日本静岗县巧克力色土相

色度参数的影响主要在于其本身具有极大的比表面

似，由此可见 Mn 含量对呈现“紫”颜色的紫色土

和化学活性。

有极其重要的影响。

3.3

锰形态对紫色土颜色的影响
综合来看，锰与色度参数一元回归拟合模型的

4

结

论

拟合度均高于铁，表明锰对紫色土颜色的影响高于
铁。在 CIE L*a*b*颜色系统中，L*、a*和 b*均受

紫色土有机质含量仅与 C、a*和 b*呈显著负相

Mnt 含量影响最大；除络合态外，各形态锰均在不

关，与 H、V 和 L*没有相关关系。紫色土铁锰含量

同程度上削弱了紫色土的亮度、明度和彩度，使其

与颜色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Fet、Feo 和 Fep 与两颜

颜色暗沉，这可能是产生人眼所见紫色土“紫色”

色系统的色度参数有显著相关关系，Fed 仅与 V 和

图2
Fig. 2

Mnt 含量高于 1 000 mg·kg–1 的土壤剖面

Soil profiles with Mnt content higher than 1 000 mg·kg–1
http://pedologica.issas.ac.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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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呈显著负相关；Mnt、Mnd、Mno 与两颜色系统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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