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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實現完美色彩保真度的流程控制
新一代臺式積分球式分光光度儀，為色彩測量和管理增添創新優化功能

在複雜的全球供應鏈中，有許多地方可能會出現色彩錯誤。遍及設計、規格、配色、製造以及原材料、零部件和最終產
品的組裝過程中的累積誤差可能導致廢品和返工；而且，如果這些錯誤在得以緩解之前已在供應鏈上走得更遠，則代
價更為昂貴。因此，必須在色彩供應鏈的各個檢查點上以一致的方式在包括規格、配色、審批和品質控制等流程中測量
色彩。 

多樣儀器會影響色彩保真度

在最高效的供應鏈中，制定規格者為了確保色彩保真，以數位化色彩資料向所有合作夥伴傳送其色彩標準。然而，即使
在執行這樣的標準操作程式時盡了最大努力，但仍然可能由於用戶在不同的環境下採用不同的儀器設置，且未能足夠認
真地注意測量色樣的條件因而損害色彩保真度。此外，整個供應鏈中的合作夥
伴可能在使用不同品牌和型號的儀器，而且儀器的年齡也不同，甚至還在使用
落後的技術。這可能會導致色彩決定的可靠性存在更深一步的問題。 

作為主儀器的愛色麗新款 Ci7800 及其低本實效的相容版 Ci7600 分光光度
儀，代表了在整個色彩供應鏈中生產和維護高位值色彩測量資料的重大飛躍。
不同於此前的任何工業分光光度儀，Ci7800 和 Ci7600 積分球式分光光度儀
與愛色麗的 Color iControl 軟體配合使用，可調整適用於任何色彩供應鏈（包
括那些固定使用其它供應商儀器者）。此外，當與 Color iQC 或 Color iMatch 
配合使用時，Ci7800 和 Ci7600 系列分光光度儀能自動確保儀器設置正確，
跟蹤測量要求的執行情況，並記錄每個被測色樣的影像。其結果是無縫隙的自
動化色彩測量和管理流程，可以很容易地檢查出無效測量和色樣缺陷，與此同
時提供業界最佳的儀器台間差和可重複性。

新一代 Ci7800 和 Ci7600 積分球式分光光度儀
能為所有色彩供應鏈帶來附加值

技术规格

配色

审批

质量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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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資料：保存和保護

由於許多品牌所有者和制定規格人員依賴多年來所開發並貫
穿整個供應鏈常年用作標準或配色資料庫基礎的歷史資料，
可以將愛色麗 Ci7800 和 Ci7600 系列臺式積分球式分光
光度儀配置為讀取顏色，其結果與最初創建這些寶貴的標準
和資料庫且為許多企業賴以生存的傳統儀器極其相似。例
如，可以將 Ci7800 和 Ci7600 配置為在傳統的 Gretag 和
愛色麗頂級儀器的正常性能範圍內進行測量，也可以配置為
其他品牌的標杆儀器其範圍內進行測量。轉換分光光度儀測
量配置這一獨特的能力將許多供應鏈的靈活性提升到一個
新的水準——他們目前正在與使用混雜儀器的不確定性奮
戰，這往往是並購所導致產生的狀況，也是當今製造網路其
性質普遍較為複雜且遍佈於全球各地的結果。

新一代系列積分球式分光光度儀能創建寶貴的視覺和數位
審計軌跡，這是其他任何品牌或儀器無力提供的。內置數碼
攝像機允許捕獲每一次測量的圖像，創建此後若出現關於測
量有效性的問題時可檢索的視覺記錄。色樣上任何可能影響
測量結果的汙跡、裂縫、皺紋或其他瑕疵，都能在伴隨測量
資料所捕獲的色樣影像上清楚地看到。該資料流程還包含所
有設置（要求的設置和可能被用以規避所要求設置而實際使
用的設置）以及測量時的儀器溫度和濕度狀況。

先進的自動化，力求終極生產力和準確度

使用愛色麗 Ci7800 和 Ci7600 系列積分球式分光光度
儀，按作業要求或色彩標準定義的儀器設置會自動傳送到
儀器。如孔徑尺寸、UV 校準和鏡麵條件（SCI/SCE）等設
置被傳送到分光光度儀，然後會自動進行適當調整。操作員
可能只需要變更物理孔徑板——光學器件將自動放大或縮
小到適當位置，加速測量過程並提高操作員的生產效率。
如果無意中安裝了錯誤的孔徑板，智慧軟體會提醒操作員
安裝正確的孔徑板以滿足作業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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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
• 愛色麗的 Ci7800 和 Ci7600 儀器還配備一系列

全新設計的功能，進一步提升了愛色麗最新產品的價
值，使其性能級別超越了市場上其他任何現有產品。
這些包括：。

• 通過能讓操作員觀察色樣中將進行透射測量的確切位
置這樣的鐳射目標定位能力，實現更快速、更準確的
測量。

• 與本領域中當前的儀器相比，在多種多樣溫度和濕度
條件下具有更大的測量穩定性，因為這些條件均可能
影響色彩測量。

• 模組化設計使得現場維修更容易，因此從根本上消除
了返廠維修需要，而維修往往使儀器在漫長的時間內
無法使用。

其他軟體選項，力求提高生產效率和可靠性
通過添加精選的軟體解決方案支援愛色麗 Ci7800/
Ci7600，生產效率得以提高，昂貴的錯誤和返工可減少。 

• NetProfiler 能驗證、優化和認證所有色彩測量設備的
性能——在整個工廠或全球範圍。 

• Color iMatch 确保着色剂高效准确的配色，满足客户
提供的标准。

• Color iQC 可消除在评估规格色彩以及原料和成品制
造过程中的推测因素。 

• Color iQC Taper 是一個色彩序列解決方案，允許使
用 CIELab 資料（表示卷材），將資料置於一個序列（錐
化），使相鄰各卷之間的色差最小化。

愛色麗新款 Ci7800 和 Ci7600 提供的流程控制，真正實
現完美的色彩保真度。為測量、管理和交流色彩資料，設定
了新標準；同時，在性能更為穩定、可重複的資料包中提供
前所未有的審計軌跡，與市場上其他任何臺式積分球式分
光光度儀相比，更易於維修。 

瞭解更多資訊

如需瞭解 Ci7800 和 Ci7600 的更多詳情，請聯繫您的愛
色麗代表或在以下網頁查找我們的聯繫資訊：
http://www.xrite.com/top_contact.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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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7800 Ci7600
可重複性（白片）* 0.01 RMS ΔECIELAB* 0.03 RMS ΔECIELab

儀器台間差** 平均值 0.08 ΔECIELAB 平均值 0.15 ΔECIELab

光源 脈衝氙，D65 校準 脈衝氙，D65 校準

UV 濾鏡： 400 納米（標準），420 納米***，460 納米*** 400 納米（標準），420 納米***，460 納米***

光譜範圍 360 納米 – 780 納米 360 納米 – 750 納米

波長準確度 <0.10 納米，典型 <0.10 纳米，典型

波長精密度 <0.05 納米，典型 <0.05 纳米，典型

波長間隔 10 納米（默認）；5 納米；20 納米 10 納米（默認）；20 納米

帶通濾波器 10 納米（默認）；5 納米；20 納米 10 納米（默認）；20 納米

光度測定範圍 0.0% 到 200% 反射率 0.0% 到 200% 反射率

光度測定分辨率 0.001% 0.01%

測量週期時間 ≈2.5 秒鐘 ≈2.5 秒鐘

色樣預覽 視頻和色樣門預覽 視頻和色樣門預覽

反射孔徑

25 毫米
17 毫米
10 毫米
6 毫米
3.5 毫米 ***

25 毫米
17 毫米***
10 毫米
6 毫米
3.5 毫米***

全透射孔徑

22 毫米
17 毫米
10 毫米
6 毫米

22 毫米
10 毫米
6 毫米

直接透射 22 毫米 22 毫米

光學配置
三光束散射 8°，6” 積分球，
2D CCD 陣列/全息光柵

三光束散射 8°，6” 積分球，
2D CCD 陣列/全息光柵

尺寸
高 31 釐米（12.2 英寸）
寬 22 釐米（8.7 英寸）
深 56 厘米（22.0 英寸）

高 31 釐米（12.2 英寸）
寬 22 釐米（8.7 英寸）
深 56 厘米（22.0 英寸）

重量 20.5 千克（45.0 磅） 20.5 千克（45.0 磅）

溫度（操作） 攝氏 5 至 40 度 攝氏 5 至 40 度

相對濕度（操作） 5% 至 85%，非冷凝 5% 至 85%，非冷凝

電氣要求 100 至 240 VAC / 50 至 60Hz 100 至 240 VAC / 50 至 60Hz

接口 USB 2.0 USB 2.0

NetProfiler 嵌入式 嵌入式

特殊功能： 透射激光目標定位 透射激光目標定位

同時進行包含和排除鏡面反射測量 同時進行包含和排除鏡面反射測量

儀器濕度和溫度傳感器 儀器濕度和溫度傳感器

自動 UV 和透鏡控制 自動 UV 和透鏡控制

數字簽名 數字簽名

垂直和水平*** 測量平面方 垂直和水平*** 測量平面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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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精確度模式，** 相對於 lab 條件下愛色麗標準值，BCRA 白瓷標準的平均差值，25 毫米，攝氏 22 度，*** 可選項，規格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