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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APTEC
•现时为香港印刷业商会辖下的机构，同时得到职业训练

局支持
•为美国 IDEAlliance 大中华区独家地区培训及认证机构

- 地区包括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和台湾
- 是大中华区内唯一机构负责签发G7认可企业证书

•为 美国 RIT 大中华区独家地区代表，推动 PSA 认证
- 地区包括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和台湾
- 提供 PSA 培训及顾问服务
- 大中华区内唯一机构开办 PSA 顾问及审核员培训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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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APTEC

•大中华区首批取得 Fogra PSO Partner 及 PSA 
顾问认可资格

•ISO TC130中国代表专家
•全国印刷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之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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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刷质量控制及
印刷品原材料监控课程
（第一部分:印刷质量控制）



常见的色彩问题

•为甚么印张的色彩与客户的期望相距甚远？
•可否完全信頼数码打稿？
•如何评估印张是否合格？
•印刷条件是否理想及可重复性？
•油墨对印刷颜色的影响
•纸张对印刷颜色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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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觉色彩在各工序的不协调

荧光幕 打稿 印张

7



印刷流程色彩控制

•印刷流程中控制色彩是十分重要的

•利用色彩测量仪器，再配合颜色管理软件，可作色彩处理控制

及校正彩色器材之用

•印刷生产的效果受多种因素影响，有了产品质量的评价标准，

就可以有目的地对制版、印刷和成品，按照应达到的技术指标

，进行有效的质量控制

•颜色往往是主观的

•因此印刷为了决定复制色的宽容度，需要有一客观的标准

•要与客户在色彩上有效的沟通，明确的色彩定义是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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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色彩理论



构成色彩的三个元素

•光
•物件
•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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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描述颜色

•色彩三属性
- 色相（Hue）

 色彩系列：红、橙、黄、绿、青、蓝、紫
- 明度（Value, Brightness, Lightness）

 色彩的光亮度：粉红、大红、深红
- 彩度（Chrome, Saturation）

 色彩的多少：鲜红、淤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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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彩空间

•与设备相关的色彩空间
- (Device Dependent Color Space)

•与设备无关的色彩空间
- (Device Independent Color 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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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设备相关的色彩空间

•是相对值或一百分比数值
•不等于一个绝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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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设备相关的色彩空间

•RGB
- 例如：不同的RGB的屏幕，处理

相同 RGB数据的表现力也不同

•CMYK
- 例如：不同的彩色打印机，打印

相同 CMYK数据的色彩，效果也
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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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设备相关的色彩空间的问题

•RGB 及 CMYK的数值，只设定了色料的所需数
量，并不能决定器材的色彩表现能力

•因每一器材的色表现力皆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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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设备无关的色彩空间

•要有效管理及预视正确颜色，须与设备无关的
色彩空间

•量度光谱数据，是最有效及科学化描述颜色的
方法

•CIE 色彩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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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E 色彩空间

•1931由CIE (Commission Internationale de 
l’Eclarirage) 建立

•用科学的方法量度色光的 SPD 曲线，从而量化
颜色

•利用实验方式，找出人平色均的色觉能力
•计算出颜色的三刺激值 (Tristimulus values) -

X, Y 及Z，代表着颜色的 RGB色光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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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E Yxy Chromaticity Dia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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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描述颜色光谱曲线

•亮度分布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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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E 色彩空间

•CIEXYZ
•CIEYxy
•CIE Lab
•CIE Luv
•CIE L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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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E Lab 色彩空间 (1976)

•CIE Lab色彩空间是基于一种颜色不能同时既是绿又
是红，也不能同时既是蓝又是黄这个理论而建立

•所以，单一数值可用于描述红／绿色及黄／蓝色特
征

- L*代表明度

- a*代表红／绿值

- b*代表黄／蓝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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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软件的色彩转换是基于 Lab

•软件内色彩应用
•以 L*，a*，b*数据色彩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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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色差值

A: L = 53, a = 8.8, b = 55 B: L = 64, a = 2.7, b = 50.2

ΔE = [(64-53)2 + (2.7-8.8)2 + (50.2-55)2]1/2 

=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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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色差值

两个颜色没有分别 - ∆E = 0

两个颜色少许分别 - ∆E 大概= 1 至 3

两个颜色有明显分别 - ∆E 大概= 4 至 7

两个颜色有很大分别 - ∆E 大于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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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用的色差公式
•DEab 76

- 最简单及规律的计算

•DECMC
- 这方法得出的结果与实际人眼视觉感应较为接近

•DE94
- 使用 RIT-Dupont 研究出来的宽容值而制定，结构上与 CMC 接近

•DE2000
- 合并了 DE CMC及 DE94 的计算方式，进一步考虑色相与明度的

相互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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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用的色差公式

•四种的 ∆E 数学公式所计算出的数值不同, 但目
的一样, 就是量度色差, 并没有规定使用哪一个
公式, 总之公式是能够理解, 就可使用。

•最重要是明白及制定宽容度, 以及制定可接受的
∆E 数值

•建议在和客户签约前印刷商可以建立最高色差
值 ∆E, 并在合约上列明, 可减少不必要的争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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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度值的测量



颜色的测量原理

•颜色是一种由物理学、视觉生理学和心理学的
综合量

•影响颜色测量的因素有:
- 物体本身的色彩都有其分光特性
- 照明条件
- 观察条件
- 观察者的视觉特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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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色的测量标准

•CIE推荐的标准光源
- Illuminant A - tungsten light (2856K)
- Illuminant B - direct sunlight (4870K)
- Illuminant C - indirect sunlight (6770K)
- Illuminant D50 - 5000K
- Illuminant D55 - 5500K
- Illuminant D65 - 6500K
- Illuminant D75 - 7500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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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色的测量标准

•CIE标准照明及观测条件
- 垂直/45°
- 45°/垂直
- 垂直/漫射
- 漫射/垂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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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色的测量标准

•CIE标准观察者角度 (Standard observer angle)
- 2° (1931)
- 10° (1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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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彩测量仪

•色彩测量仪器
- 设计用来测量物体的反射率(Reflectance)
- 透射率(Transmittance)
- CIE色度值(如XYZ三刺激值)或可见光谱

(380nm~730n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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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彩测量仪的分类

•色度仪 Colorimeter
•分光密度仪 Spectrodensitometer
•分光亮度仪 Spectrophotometer
•色温表(Color Temperature meter)
•色度计(Colorime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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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度仪
Colorimeter

•利用红、绿及蓝滤色片来量度颜色的仪器
•再将数值转化成三刺激值
•以CIE XYZ, Yxy 或 Lab表示
•可配合颜色管理软件，产生器材特性文件
•例如计算机屏幕校正及屏幕特性档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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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度仪
Colorime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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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光密度仪
Spectrodensitometer

•计算CMYK密度值的光谱范围
•欧洲采用标准

- Status E (DIN 16536)
- Status I (DIN 16536 NB)

•美国的测量标准为“Status T”
•偏光镜

- 偏光镜可消除湿油墨的光泽。使湿密度值几乎完全等
同于干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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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光密度仪
Spectrodensitometer

•Status A：
- A状态响应被定义为测量幻灯片或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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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光密度仪
Spectrodensitometer

•Status M：
- M状态密度响应测量彩色负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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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光密度仪
Spectrodensitometer

•Status T：
- 美国的测量标准
- T响应应用于测量纸质印刷品和胶印打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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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光密度仪
Spectrodensitometer

•Status E：
- 欧洲采用标准
- E响应应用于测量纸质印刷品和胶印打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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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光密度仪
Spectrodensitometer

41



分光亮度仪
Spectrophotometer

•使用三棱镜分光或窄频滤光镜
•最精确的色彩光谱测量仪器，能读取最准确的

颜色数据
•将颜色转成光谱，分析构成光谱的色光，从而

测量颜色的仪器
•量度多个光谱值，能准确测量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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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光亮度仪
Spectrophotometer

•是最精确的色彩光谱测量仪器，能读取最准确
的颜色数据

•测量的是光谱数据，量度整个可见光谱，而生
成光谱曲线。(Spectrum Disturb Curve)

•价格比较贵
•现今形号已愈见小巧及省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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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光亮度仪
Spectrophotometer

•配合颜色管理软件，可产生打印机或印刷机特
性档，作色彩处理控制及校正彩色打印机

•自动扫描的分光亮度仪可作整行或整张色目标
测量，更会自动把测量数据直接送到用户的色
彩软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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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光亮度仪
Spectrophotome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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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分球式分光亮度仪(S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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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分球式分光亮度仪(S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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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分球式分光亮度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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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甚么要测量颜色不测量密度?

•密度计被普遍应用在印刷制程上的控制，但仍
停留在印刷三原色墨标准的设定

•单独测量油墨浓度的缺点是：
- 不能以人眼所能感受的方式来评估色彩，仅能针对于

油墨层的厚度来加以测量
- 为了使调配墨色更客观，更符合人眼的色觉感受，使

用光谱色彩测量仪是必须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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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值存在差异的原因



测量值存在差异的原因

•同一制造商的仪器之间有较高的色彩一致性
- 前爱色丽公司仪
- 前格灵达公司仪器

•不同制造商的仪器之间较难有色彩一致性
•原因是由于制造商使用不同的校准标准

- 仪器之间出现色度差异
- 色彩数据交换非常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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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RGA是什么？

•XRGA是爱色丽和格灵达公司合并后，为了使两个品
牌的仪器获得更好的颜色统一性而研发的颜色新标准

•对于同时拥有两个品牌设备,可以通过XRGA标准获得
颜色统一性

•对于早期生产的爱色丽和格灵达设备，可以通过硬件
升级或者连接软件测量的方式获得符合XRGA标准的
数据

•新的产品在出厂时已经符合XRGA标准，不用担心与
其他仪器之间的差异问题

52



爱色丽 XRGA 校正的好处

•XRGA可达成以下目标：
- 改进校准方法
- 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NIST）的可追溯性
- 提高现有仪器，改善型号间一致性
- 前爱色丽公司仪器之间及前格灵达麦克贝斯公司仪器

之间的色彩一致性
- 提高印刷规范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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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爱色丽XRGA 校正

•仪器内部已为XRGA标准
•新产品已经使用XRGA标准

- 如ColorMunki Photo、ColorMunki Design和
EasyTrax

•使用软件转换，如 ColorPort
•XRGA标准只适用于几何条件为0/45和45/0的

仪器，不适用于积分球式光学几何设计的仪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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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色丽XRGA仪器间测试

•没有使用XRGA校正技术

图来自爱色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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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色丽XRGA仪器间测试

•使用XRGA校正技术后

图来自爱色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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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新XRGA型号间一致性测试

图来自爱色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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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V 滤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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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径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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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颜色的垫底

•白色衬底（wb）
- 无光泽及无增白剂荧光剂的白色平面
- 标准值为 92< L*<96
- C*<3 

•黑后衬底（bb）
- 无光泽纸板
- 无偏振镜密度：1.50±0.20

•可使用原用印刷纸（self backing (sb)）
- 需放3－5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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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颜色测量设定



新的颜色测量设定

•ISO 13655：2009
- 修订中说明使用D50光源包含荧光的颜色评价标准设

置

•在这个标准中，设定了测量条件：
- M0，M1，M2和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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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颜色测量设定：M0

•测量使用
- “ illuminant A （A光源）”，2856 K

•传统的钨灯
•没有加UV滤镜
•没有定义UV内容
•测量过程中没有加偏振光滤镜
•如：i1Pro, DTP41, DTP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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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颜色测量设定：M1

•测量使用 CIE D50光源
•没有加UV滤镜
•测量过程中没有加偏振光滤镜
•能测量UV成分（波长小于400 nm的光谱区域

）如：柯尼卡美能达的FD-7，爱色丽的i1 Pro2
，eX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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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颜色测量设定：M2

•测量使用
- “ illuminant A （A光源）”，2856 K

•传统的钨灯
•加有UV滤镜
•没有定义UV内容
•测量过程中没有加偏振光滤镜
•如：i1Pro, DTP70, i1I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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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颜色测量设定：M3

•测量使用
- “ illuminant A （A光源）”，2856 K

•传统的钨灯
•加没有UV滤镜
•测量过程中加有偏振光滤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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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项

•新型的M1测量设定
- 能更准确测量纸张含荧光增白剂时对印刷颜色的反应
- 在标准观色环境(ISO 3664：2009）观看色稿时，颜

色更能匹配

•每次测量时需要定明所选的测量设定
•购买选用时需要与客人配合
•购买选用时需要与内部的仪器互相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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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化及标准化的生产



为何需要数据化质量管理

•印刷师傅单凭经验调色难有稳定的质量
•没有适当的记录，翻单再印常有色差的问题
•使印前工作人员有所跟从，及配合分色及制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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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及记录数据

•测量数据可以自行输入至工作表或记录表
•测量数据也可以由流程控制软件自动记录
•数据一定要记录下来
•基于测量数据，进行变化趋势分析

- 了解机械性的改变及一致性
- 检查印品变化及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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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化的印刷生产流程

设计

图像分色

•GRACoL
•SWOP

设计 数码打样
设定色彩目标

•GRACoL
•SWOP

设定达标要求
•ISO 12647-7

印刷 数据检查

输出与印刷机校
正

•TVI 网点扩大
•G7 灰平衡

设定达标要求

•G7 PC
•G7

印刷条件设定 印刷生产
设定

数据检查及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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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化的印刷生产流程

•印前检查项目，包括：
•颜色管理应用
•PDF 档案制作及检查

- 应用 PDF/X

•屏幕软打样
•数码打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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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化的印刷生产流程

•印刷生产检查项目，包括：
•观色环境
•制版
•油墨及纸张
•生产过程控制及走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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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前颜色管理及档案处理



印刷条件的设定

•印刷条件的描述
- 以文件描述印刷条件
- 以色彩空间描述

•印刷条件的作用
- 共同描述色彩的准则
- 建立标准分色的设定
- 应用在数字化颜色管理及数码打稿
- 数据化生产过程控制及质量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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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刷条件的设定

•必须使用文字描述
•必须说明量度条件
•必须说明可接受的宽容度及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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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制作：
颜色管理的设定

•每个数码档案制作时，都应使用合适的色彩工
作空间

•色彩工作空间也可称为编辑空间
•数码档案制作时，可应用了预设或自定的色彩

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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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制作：
颜色管理的设定

•同步档案制作人与生产商之间的色彩工作空间
设定：

- 减少档案重做和修改
- 确保档案有正确的输入或输出颜色目标设定
- 作为档案创作人与生产商之间的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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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使用色彩空间

•确保校正后的荧光幕与印刷品尽量接近
•RGB预视CMYK尽量接近最后转换成的颜色
•当转换色域空间后，能得到正确的分色设定如

：GCR、TAC等
•灰转换时能得到正确的黑色色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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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设置色彩工作空间
•如果你的工作主要是商业印刷高质量的1级或2的纸张，选

择：
- GRACoL_Coated1_AdobeRGB

•如果你的工作主要是印刷刊物的3级纸张（杂志），选择：
- SWOP_Coated3_AdobeRGB

•如果你的工作主要是低质量的印刷出版物5级纸张（杂志）
，选择：

- SWOP_Coated5_AdobeRGB

• 如果你的工作不固定在商业印刷或杂志印刷，印刷过程中
的颜色设置需要作出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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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设置色彩工作空间

•如果你的工作主要是商业印刷高质量的1级或2的纸张
，选择：

- FOGRA39_Coated1_eciRGB

•如果你的工作主要是印刷刊物的3级纸张，选择：
- FOGRA46_eciRGB

•如果你的工作主要是印刷出版物是书纸，选择：
- FOGRA47_eciRGB

• 如果你的工作不固定在商业印刷或杂志印刷，印刷
过程中的颜色设置需要作出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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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制作：
标准文件格式

•ISO 15930 PDF/X 档案规格
•PDF/X 内的 X 是指数据交换 (data eXchange)
•PDF/X 发展是专为印刷使用的 PDF 格式
•PDF/X 的规格是特别限制和加强印刷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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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制作：
标准文件格式

•PDF/X 目的
- 提供一个适合用作印刷用的电子档案
- 改善从打样至打样、打样至印刷、印刷至印刷的色彩

及内容匹配
- 减低打样及印前的错误
- 令客户收到档案时，能够加速、有效、自动化地预检

档案
- 减低复杂性及客户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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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幕软打样

•ISO 12646 软打样的规范
- 进行校正及检查

•在显示器上模拟印刷效果
•通过颜色管理使每台显示器的颜色得到一致
•配合ISO 3664观色环境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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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码打样

•现时所有的打样系统都能使用不同印刷条件的
特征数据目标（ICC特性文件）

•数码打样可以很容易地匹配到特征数据库
•当数码打样与特征数据库确实地匹配时，数码

打样效果具有高度的准确性和一致性
•一个可靠的和通过核实的数码打样，可以用来

快速地判断印刷品的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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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码打样的检查

•每份数码打样都需要检验
•每份数码打样都需要加有控制色带
•必须证明打样达到 ISO12647-7的要求
•整张印张必须是完整包含页边信息
•数码打样必须经过评估证明，及现场打印报告
•多数打样系统都已包含数码打样检验软件，方

便进行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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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码打样的检查要求

•数码打样检查工具：
- IDEAlliance ISO 12647-7_Control Strip 2009

- IDEAlliance ISO 12647-7 Control Wedge 2013

- UgraFogra-MediaWedgeV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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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 12647-7:2013 数码打样达标容差

Control patch descriptoin Tolerance
Simulated print substrate colour of the production printing 
conditiona

∆E*ab <3

All patches specified in 5.1 Maximum ∆E*ab <6
Average ∆E*ab <3

Second half-tone scale compose of the primaries C,M,Y, roughly 
replicating the colours of the first scale for an average printing 
condition (“gray balance”) (same number of patches as for 
colours of the first scale)

Average ∆H <1,5

Outer gamut patches Average ∆E*ab <4

All patches of ISO 12642-2 Average ∆E*ab <4
95% percentile ∆E*ab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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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数码打样流程控制

•稳定环境状态
•每年重检量度仪
•每份打稿需要量度控制色带
•打印结果标签或将结果打印在打稿上
•记录结果，用软件或工作表中进行变化分析
•如果结果不合格，重新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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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项

•打稿纸的耐旋光性(Light Fastness)
•每份数码打稿都需要加有控制色条，及通过检验
•每份数码打稿除有简单检查报告，最好能有更详尽的

检查报告
•每份数码打稿印刷前都需要再次测量

- 测量单色CMYK实地的CIE LAB值
- 测量双色迭色R(M+Y), G(C+Y), B(C+M)的CIE LAB值
- 测量三色灰的CIE LAB值
- 测量四色的网点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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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看打样

•观看色稿应在适合的观色环境
•在不标准的观色环境下观色打样及印张，会出

现很大的差异
•应在ISO 3664：2009观色环境要求下观色打样

及印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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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条件的要素

•参考光源的光谱条件
- D50照明体

•观察设备
- 中性灰，CIELAB彩度C*相对于理想的漫反射表面不

大于2

•显色性指数
- 必须在90或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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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化印刷流程



影响印刷生产的颜色
•油墨的影响

- 颜料及染料

•纸张的影响
- 纸张的颜色
- 吸收性、光泽度

•印刷条件的影响
- 印刷方法
- 印刷机的设定

•打样的影响
- 传统打稿：密度比印刷较高
- 数码打稿：良好的颜色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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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刷标准是什么?

•它是总结的最佳做法和习惯，作为印刷商的参考
或指引

•它是指引生产过程及程序指令，使印刷产品质量
达到公认的重复性

•它是厂商和用户，顾客与供货商之间的共同语言
•它是公开查阅的档案或文件，供产品制造商的生

产系统的公共可通过协议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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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刷标准化机构
•ISO/TC130 国际标准化组织印刷技术委员会
•中国：全国印刷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SAC/TC170
•美国： (CGATS) 印刷科技标准委员会

- Committee for Graphic Arts Technologies Standards 
•德国：FORGA 德国印刷研究协会

- Graphic Technology Research Association
•日本：ISO/TC130 (JNC) 日本全国委员会 Japan National 

Committe
•瑞士：(UGRA) Swiss Center of Competence for Media and 

Printing Technology
•(Ifra) International Newspaper Assoc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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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刷标准 ISO 12647
•印刷标准 ISO 12647

- ISO 12647-1:2013
 Part 1: 参数和测量条件 Parameters and measurement methods
 最新版本 ISO 12647-1:2013

- ISO 12647-2:2013(修正版)
 Part 2: 柯式印刷（胶印）Offset lithographic processes
 最新版本 ISO 12647-2:2013

- ISO 12647-3:2013
 Part 3: 新闻纸冷固型胶印 Coldset offset lithography on 

newsprint
 最新版本 ISO 12647-2:2013

- ISO 12647-4 :2005
 Part 4: 出版凹印 Publication gravure printing
 最新版本 ISO 12647-4: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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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刷标准 ISO 12647
- ISO 12647-5:2001

 Part 5: 丝网印刷 Screening printing 
 最新版本 ISO 12647-5:2001

- ISO 12647-6:2012
 Part 6: 柔性版印刷 Flexographic printing
 最新版本 ISO 12647-6:2012

- ISO 12647-7:2013
 Part 7:数码打样的标准规格 Proofing processes 

working directly from digital data
 最新版本 ISO 12647-7: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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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印刷标准化认证机构

•美国 IDEAlliance
- G7 认证
- G7 PC 认证（G7 Process Control）

•德国 Fogra PSO认证（Process Standard Offset
•瑞士 Ugra PSO认证（Process Standard Offset
•美国 RIT PSA 认证（Printing Standards Audit
•以上都是实践ISO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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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刷校正步骤

•印刷机的预备
•印制测试印张
•测量测试印张中的目标
•计算CTP RIP 的补偿曲线
•利用新的CTP RIP 的补偿曲线印制第二次印张
•检查新印张中的目标及检查结果
•建立 ICC 特性档（如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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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刷机校正前预备

•记录印刷物料数据及印刷目标，包括：纸张颜
色值，CMYKRGB颜色值

•于一星期内更换橡皮布
•检查印刷机水辊，墨辊
•更换润版液达至适当的电导值
•测量仪器必须检查及已校正

101



印刷机的校正

•第一套印版： 集中在印刷目标值
- CMYK实地目标值达到较低的delta E值
- RGB 双色迭印目标值达到较低的delta E值
- 检查印张上不实地印色的均匀性
- 检查基本参数：

 重影，斑点，拖影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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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 12647-2:2013
新：标准纸张要求

•新标准中的纸张颜色数值
- NOTE 7: “Print substrate PS3 is the closest print substrate in the specific case of coated board, with typical 

properties: Grammage above 225 g/m2 , Gloss 30–60, and Colour CIELAB coordinates 90, 0, −2 (white 
backing), low Fluorescence.”

Characteristic
Paper type and surface

PS1 PS2 PS3 PS4

Type of surface Premium coated Improved coated Standard glossy coated Standard matte coated

Mass-per-area
g/m2 80 to 250 (115) 51 to 80 (70) 48 to 70 (51) 51 to 65 (54)

CIE Whiteness 105 to 135 90 to 105 60 to 90 75 to 90

Gloss 10 to 80 25 to 65 60 to 80 7 to 35

Colour
Coordinates Coordinates Coordinates Coordinates

L* a* B* L* a* B* L* a* B* L* a* B*

White backing 95 1 -4 93 0 -1 90 0 1 91 0 1

Black backing 93 1 -5 90 0 -2 87 0 0 88 0 -1

Tolerance ±3 ±2 ±4 ±3 ±2 ±2 ±3 ±2 ±2 ±3 ±2 ±2

Fluorescence moderate low low 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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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 12647-2:2013
新：标准纸张要求

•新标准中的纸张颜色数值
Characteristic

Paper type and surface

PS5 PS6 PS7 PS8

Type of surface Wood-free
uncoated

Super calendered
uncoated Improved uncoated Standard uncoated

Mass-per-area
g/m2 70 to 250 (120) 38 to 60 (56) 40 to 56 (49) 40 to 52 (45)

CIE Whiteness 140 to 175 45 to 85 40 to 80 35 to 60

Gloss 5 to 15 30 to 55 10 to 35 5 to 10

Colour
Coordinates Coordinates Coordinates Coordinates

L* a* B* L* a* B* L* a* B* L* a* B*

White backing 95 1 -4 90 0 3 89 0 3 85 1 5

Black backing 92 1 -5 87 0 2 86 -1 2 82 0 3

Tolerance ±3 ±2 ±2 ±3 ±2 ±2 ±3 ±2 ±2 ±3 ±2 ±2

Fluorescence High low Faint fa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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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 12647-2:2013
新：不同纸张油墨颜色数值

Characteristic
Colorant description

CD 1 Premium coated CD2 Improved coated CD3 Standard coated glossy CD4 Standard coated matte

Colour
Coordinates Coordinates Coordinates Coordinates

L* a* b* L* a* b* L* a* b* L* a* b*

Black
WB 16 0 0 20 1 2 20 1 2 24 1 2

BB 16 0 0 20 1 2 19 1 2 23 1 2

Cyan
WB 56 -36 -51 58 -37 -46 55 -36 -43 56 -33 -42

BB 55 -35 -51 56 -36 -45 53 -35 -42 54 -32 -42

Magenta
WB 48 75 -4 48 73 -6 46 70 -3 48 68 -1

BB 47 73 -4 47 71 -7 45 68 -4 46 65 -2

Yellow
WB 89 -4 93 87 -3 90 84 -2 89 85 -2 83

BB 87 -4 91 84 -3 87 81 -2 86 82 -2 80

Red
WB 48 68 47 48 66 45 47 64 45 47 63 41

BB 46 67 45 47 64 43 45 62 43 46 61 39

Green
WB 50 -65 26 51 -59 27 49 -56 28 50 -53 26

BB 49 -63 25 49 -57 26 48 -54 27 49 -51 24

Blue
WB 25 20 -46 28 16 -46 27 15 -42 28 16 -38

BB 24 20 -45 27 15 -45 26 14 -41 27 15 -38

Overprint
( CMY100 )

WB 23 0 -1 28 -4 -1 27 -3 0 27 0 -2

BB 23 0 -1 27 -4 -1 26 -3 0 26 0 -2

Measurement is in accordance with ISO 13655-D50 illuminant, 2° observer, 0:45 or 45:0 geometry. Measurements should be made using M1. Values are given for white 
backing (WB) and black backing (BB) on dry she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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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 12647-2:2013
新：不同纸张油墨颜色数值

Characteristic
Colorant description

CD5 Wood-free uncoated CD6 Super calendered CD7 Improved uncoated CD8 Standard uncoated

Colour
Coordinates Coordinates Coordinates Coordinates

L* a* b* L* a* b* L* a* b* L* a* b*

Black
WB 33 1 1 23 1 2 32 1 3 30 1 2

BB 32 1 1 22 1 2 31 1 3 28 1 2

Cyan
WB 60 -25 -44 56 -36 -40 59 -29 -35 54 -26 -31

BB 58 -24 -44 54 -35 -40 57 -29 -35 52 -26 -31

Magenta
WB 55 60 -2 48 67 -4 53 59 -1 51 55 1

BB 53 58 -3 46 65 -4 51 56 -2 50 52 -1

Yellow
WB 89 -3 76 84 0 86 83 -1 73 79 0 70

BB 86 -3 73 81 0 83 80 -2 70 76 0 67

Red
WB 53 56 27 47 63 40 51 57 31 48 53 31

BB 51 55 25 46 61 38 49 54 29 47 51 29

Green
WB 53 -43 14 49 -53 25 53 -43 18 47 -38 20

BB 52 -41 13 48 -52 24 51 -43 17 46 -37 18

Blue
WB 39 9 -30 28 13 -41 37 8 -31 36 9 -25

BB 37 9 -30 27 12 -40 36 7 -30 34 9 -26

Overprint
( CMY100 )

WB 35 0 -3 27 -1 -3 34 -3 -5 33 -1 0

BB 34 0 -3 26 -1 -4 33 -3 -5 31 -2 0

Measurement is in accordance with ISO 13655-D50 illuminant, 2° observer, 0:45 or 45:0 geometry. Measurements should be made using M1. Values are given for white backing (WB) and black backing (BB) on dry she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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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刷机的校正

•测量最少三张印刷印张内的测试目标
•比较印刷印张内的测试目标数据
•计算印刷测试目标的平均值
•进行计算CTP RIP补偿曲线
•调整版材曲线，并量度版材去核实是否正确之

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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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刷机的校正

•第二套印版
- 检查实地及迭印是否达到ISO 12647数值
- 检查灰平衡
- 检查印刷曲线如：中性灰密度曲线（NPDC），色调

增值曲线（TVI）
- 如果有需要可调整密度，修正灰平衡的轻微偏差
- 如果TVI，NPDC或实地及迭印色不能达标，记录下来

及再进行调整

108



印刷机的校正

•记录印刷曲线如：
- 中性灰密度曲线（NPDC）
- 色调增值曲线（TVI）之数据

•记录印刷后的CMYK实地颜色数据值及密度值
•记录印刷后的RGB 双色迭印颜色数据值
•记录印刷后的IT8/7.4 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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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刷生产控制



印刷标准观察条件

•ISO 3664：2009
- 印品的鉴定比较条件(P1)
- 印品的实际评价(P2)

•标准光源：D50
•观色环境：中性灰
•显色指数（CRI）

- 高于90%的光源

copyright Hutcheson Consul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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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刷生产控制

•制版
- 印版需要每天量度
- 印版的数值应该以日志记录
- 标准制版操作程序(SOP)
- 接受容差：

 柯式印刷：+/- 1%
 其他印刷方法：各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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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刷生产控制

•是否了解印刷目标油墨的LAB值？
•是否了解油墨迭印的LAB值？
•是否了解印刷机上的网点扩大值？
•是否了解怎样处理纸的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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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刷生产控制：印刷目标

•印刷生产控制一定要有印刷目标
•印刷目标可以是以下其中一个：

- 特性数据库：基于参考数据库（Fogra，GRACoL, 
SWOP）

- 数码打样
- 中性灰（使用G7 目标值）
- OK 印张（特定的项目或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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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刷目标设定
•每份色样最好包含控制色带
•数码打样

- 应该达至标准或特性数据库，如GRACoL2006，Fogra39
- 最理想是每份数码打样都应进行测量和记录
- 每份数码打样除有简单检查报告，最好能有更详尽的检查报告

•每份色样印刷前都需要再次测量
- 测量单色CMYK实地的CIE LAB值
- 测量双色迭色R(M+Y), G(C+Y), B(C+M)的CIE LAB值
- 测量三色灰的CIE LAB值
- 测量四色的网点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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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刷生产控制

•色彩控制
- 用作检验灰平衡和颜色

•密度控制
- 用作检验印刷机的性能

•趋势分析
- 持续比较量度数值与参考值，以协助找出出现变化情

以进行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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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刷生产控制：色彩控制
•原色油墨实地 －LAB测量

- 检查油墨的颜色是否达至预定的印刷目标值
- 如油墨，纸张出现差异可能需要重新定义印刷目标

•双色油墨迭印－LAB测量
•灰平衡－LAB测量

- 检查灰平衡
- 基于灰平衡变化在印刷作出调整

•NPDC －LAB测量
- 检查灰平衡和阶调
- 检查灰平衡：亮调范围(HR)，亮调反差(HC)，暗调反差(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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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刷生产控制：密度控制

•密度
- 建基于已校正及达至印刷目标Lab值所记录的数值
- 需要了解干，湿密度的变化

•网点扩大
- 建基于已校正及已达至印刷目标状态的标准数值
- 透过网点扩大的转变监察机械问题

•灰平衡
- 基于密度，从校正至参考印刷状态得到
- 透过CMY密度检查灰平衡，测量需显示所有密度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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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刷生产控制
使用密度，网点扩大，LAB测量

•灰平衡控制是基于LAB
•有些印刷控制系统可以设定LAB值为印刷目标
•大部份印刷控制系统都是控制密度及网点扩大
•两种量度数据方式都是很重要

- 密度及网点扩大在机器控制及一致化是很重要
- 灰平衡能够转化至适合印刷机和纸张配合生产时所用

的密度值

•LAB 对印刷变化分析及解决问题尤其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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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刷生产控制

•印刷达至已定的密度值 (如因为纸张问题，重新
定义数值) 

•检查迭印和灰平衡，如有需要，作出调整
•达到色彩匹配
•定时重新量度
•如有需要，作出调整
•记录设定，以作重印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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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刷生产控制

•检查实地 KCMY  CIELab值或密度值
•检查 RGB 迭印 CIELab值
•检查 50% 中性灰密度 (HR)
•检查在 25% 和 75%的中性灰密度 (HC & SC)
•检查 50% 的灰平衡
•调整印张的均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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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刷控制色条
•控制色条是重要的，如果没有控制色条就不能进行记录和检

查
•控制色条可以检查：

- 每个墨匙的密度
- 每座的网点扩大
- 拖影 (检查网点)
- 迭印色
- 光位、中间位及深位的灰平衡

•所有数据都能够用作质量控制及变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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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aptec.hkprinter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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