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爱色丽 RM200QC 
便携式成像分光色差仪

爱色丽 RM200QC 便携式成像分光色差仪轻巧易用,沟通表观
色与真实色，确保从原料进厂批次色差控制到制成品出厂质量
检验的色彩一致。



爱色丽 RM200Q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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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幕。显示颜色信息、仪器状
态和选项。  

测量按钮。双级按钮；轻按开
始预览，紧按开始测量。

导航控件。  

确认按钮。选择菜单项并打开
标签菜单。 

电源开关键。 
 
扬声器和麦克风。用于记录和
播放语音标签。

USB 接口。USB 连接用于对
电池充电并连接至计算机或打
印机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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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携式多功能色彩测量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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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彩促进销售。对于玩具、电子产品和电器而言，抢眼
的颜色无疑是吸引消费者的优势。当一种或多种颜色变
成了品牌标准后，您一定想在每一次产品生产中都确保
颜色一致。

如何做到这点呢？  

在整个制造过程中要设定和保持颜色标准是一项艰巨的挑战。 目测结果存在
限制。一般的色差计或颜色标准也不够准区。而较复杂的仪器又常常过于复
杂、笨重，且很难对进、出厂材料的进行现场检测。

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一款简单、可靠且每个人都会用的工具。 

RM200QC 就是这样一款工具。RM200QC 重量轻、易于操作，随时可以
使用。在仅一秒多时间内读取样品，然后输出报告告诉您该颜色与测量标准
的差距。如此简单。根本不必连接至软件程序，仅需要你手持仪器单独就可
完成操作。 

这对您的颜色 QC 检测工作来说是一个显著的优势，它可以帮助您： 

 • 在整个制造过程中保持稳定的颜色质量 

 • 有效管理供应商，各供应商都遵守统一的标准 

 • 控制实验室配色、生产和成品间的差异 

 • 控制批次差异 

 • 消除员工经验相关的问题；每个人都使用相同设备  
 • 配合客户实物标准或彩通和孟塞尔颜色标准，进一步调高检测准确性，
  提高精确度

使颜色 QC 更加明晰



RM200QC 旨在对色彩控制比较重要的领域，提供稳定
的颜色比较测量。RM200QC可帮助下面的一些行业改
善颜色控制

RM200QC 适合哪些行业使用？

电器和家庭用品

建筑材料

消费性电子产品 

食品以及烘焙产品

服装/纺织品

软硬家居产品

玩具

装饰品

塑料

油漆与涂料

为了发挥其最佳性能，最好将 RM200QC 与孟塞尔/彩
通颜色标准搭配使用。这些标准都是通过严格的颜色控制
生产出来的，可以更好的改善现场目测和仪器测量的一致
性，帮助客户建立和保持准确可靠的颜色检测方案。

构建完整色彩方案

直观的用户界面快速、简
便地测量和对比样品。

可创建和存储多达 20 
条标准，使用平均功能
取得更好准确性。

测量样品并显示合格/
失败警告信息。最多可
存储 350 条带声音或
文本标签的样品

色彩空间图显示标准和
样品差异，简单易懂。



RM200QC 提供精确的 
L*a*b*C*H* 标准、样品
和色差值。

色彩描述评语有助于理
解并说明色差方向

灰尺评级和力度功能，方便
进行纺织品评估。对于该应
用，RM200QC 具有卓越的
人体工程学设计和更优化的
测量结果优化了性能（与目
测评估相比）。

内置遮盖度测量功能，对
涂料和塑料制品进行精
确、灵活的测量。



RM200QC 使用 8 种不同可见光源和 1 个 UV LED（9 波段）通过捕获样品
图像从而准确测量颜色。与传统3波段的色差计（红，绿，蓝）相比更有优势，
是一大优势。

RM200QC 拥有独特的成像技术，采用 45/0 光学几何结构和专有图像捕捉技
术，实现与目测结果更好的一致性。每次测量都综合了从不同方向、不同颜色
光源拍摄的 27 张图像。瞬间即在设备上显示颜色及表面纹理效果的相关信息。

RMC200QC 可对样品进行精确定位，先预览测量区域，再存储并在测量结束
后调出图像。

更好的测试一致性

RM200QC 最多可测量 20 条标准并将其存储在设备上，每条标准都标有日期
和时间，可用软键盘对标准命名。 

最多可存储 350 条样品测量记录到设备上。 

检测结果可通过下列功能显示：
•  图形合格/不合格指示灯
•  显示常用的色差公式如 CIELAB、CMC、CIE 94、2000
•  以 L*a*b*C*h°显示的样品和标准的测量值与差值
•  色彩空间图L*a*b*
•  色彩差异描述评语

也可以通过屏幕键盘输入文字或内置录音机为样品建立标签，方便查找测量
结果。 

如需更详细的报告，可将 RM200QC 设置为“USB 报告模式”，设备会自
动生成 PDF 和 CSV 格式文件，方便在计算机上读取。就像插入一张U盘一
样简单！ 

质量控制加强

如只想做快速检测，RM200QC 可提供： 
•  “色彩比较”功能自动测量以比对标准和样品 
•  “遮盖度检测”测量功能控制涂层遮盖力  
•  “灰尺评级”测量对纺织品的沾色和变色进行评估。对于该应用,RM200QC
    具有卓越的人体工程学设计(与台式分光光度仪测量相比)和更优化的测量
    结果性能(与目测评估相比)。  
•  “力度”测量可用于要求对颜色成分力度进行控制和调节的制造过程

快速测量工具



RM200QC 可针对已存储样品与每条标准自动创
建 PDF 和 Excel 表格生成报告。这些都可以输出
到计算机或直接在兼容打印机上打印（必须为支
持U盘并可打印 PDF 格式文件的打印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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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色丽：色彩一致的源泉。准时。随时。
爱色丽是提供用于制造业和满足质量管理要求的全球色彩控制解决方案的世界领军企业。 

利用在色彩领域的丰富经验，爱色丽提供现场或在线服务，支持并发展您的业务。产品一年保修期过后可为客户提供延保服务。全方位
的服务合同确保您的设备获得周到维护，独家开发的“爱色丽年度五项检查”可使您的设备保持与原装规格一样的性能。拥有 12 个全
球中心，让客户更方便地找到我们。

有关爱色丽产品的详情，请访问 xrite.com。世界各地的爱色丽用户也可发送电子邮件至 CASupport@xrite.com 联系应用支持团队，
或拨打 800-248-9748 联系客户服务中心。

测量几何结构：  45/0 图像捕捉
 
光源：  独立、三向 25 LED 灯（8* 可见波长；1* UV）

光源/视角：  D65/10 与 A/10

标准/样本存储：  20/350

测量时间： 1.8 秒

测量孔径：  4 毫米与 8 毫米

短期重复性：  白光典型值 0.1 DE 94(D65/10)

屏幕： 4.5 厘米 彩色 TFT

数据接口：  USB（大容量存储设备）

操作温度：  0° 至 40℃（50° 至 104°F）

储存温度：  -20° 至 60℃（-4° 至 140°F）

湿度范围：  20- 80% RH（无凝露）

使用： 室内使用

海拔高度： 2000m

污染度：  2

瞬态超压：  II 类

爱色丽 RM200QC 规格 

RM200QC SP60 SP64 

最小建议容差  *
1.0 ΔE（最小可设定容差限于 
0.8 ΔE）

**
0.6 ∆E 

***
0.3 ∆E 

颜色标准数据数字沟通 -
不适用（仅限于相对色差比对）

-
不适用（仅限于相对色差比对）

***
与爱色丽 QC 和配方软件一起使用
可产生最佳性能和兼容性 

纹理复杂样品 *
需要对样品进行平均测量（不建
议用于复杂纹理和高光泽样品）

**
需要对样品进行平均测量。

***
建议使用大孔径，可得到最佳结果。

灰尺评级 *** ** **

便携性 *** ** **

*良好 **更好 ***最好

香港-亚洲地区总部
电话：(852) 2568-6283 

上海
电话：(021) 6448-1155

北京
电话：(010) 8499-2241 

广州
电话：(020) 8375-2900

爱色丽 www.xrite.cn(中国) www.xrite.com (全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