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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提出采用色度与密度测定相结合的分析方法获得四色印刷实地色标准，并提出色品差圆的概念，采用

色品差圆确定印刷实地色标准的密度允差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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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获得最佳的印刷实地密度值，以前完全

采用视觉评价，即把视觉评价图像作为印刷品评

价的惟一标准。这种方法存在的问题是彩色图像

印刷品质量的评价，尤其是色彩的评价很难把握，

图像的色彩是否正常很难精确定位，而且实验中

图像的选择对色彩质量的评价和实地色的确定也

会产生很大的影响。不同景物的图像所需的四色

比例不同，当图像中某一色处于次要地位时，尽管

该色实地密度可能不符合要求，但印刷图像视觉

效果还不错。由于这些原因，以满足视觉要求的

图像为标准制作出的四色实地是不够准确的，有

时可能误差很大。本文提出采用色度与密度相结

合的评价与分析方法确定印刷实地色样，获得彩

色印刷的标准实地密度值。

１　实地色样的评价方法

本文提出的色度与密度相结合的确定印刷实

地标准色样的方法，建立在ＣＩＥ颜色空间理论和

灰平衡理论之上。通过色度评价确定三原色油墨

的各自的色度值范围，保留与理想参考色最接近

的几个色样。在此基础上，再采用密度方法的灰

平衡理论确定一组灰平衡效果最好的三色实地色

样。

１．１　理想参考标准

承印表面、纸张、金属表面的白涂料层对图像

色彩起着重要作用。制作实地色样也必然要考虑

承印物类型的不同。对于纸张胶印，国际标准组

织ＩＳＯ为了使印刷过程标准化，对市场上使用的

各种不同的纸张划分成为五类，国家标准 ＧＢ／

Ｔ１７９３４．２１９９９ 也给出了这五类纸张的颜色

值［１］。其中第三类纸（ＰＴ３）的颜色值（犔，犪，

犫）＝（８７，－１，－３）将作为本文分析印刷实地色

标准的理想参考标准。

国家标准分别对这五类纸给定了四色印刷时

实地色的ＣＩＥＬＡＢ犔犪犫颜色值
［１］。这样，对

胶印而言，只要使用四色印刷方法都可通过色度

仪控制彩色印刷品的实地颜色值。这些实地

犔犪犫颜色值也是印刷公司根据所使用的印刷

材料制作本公司印刷色样的参考标准。

ＩＳＯ标准和国家ＧＢ标准都规定了相同的测

量条件［１，２］。只有在测量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相

同的测量值才具有相同的颜色外貌（视觉效果），

只有使用与这里所述的相同的颜色测量条件，测

量值才能与理想参考标准值进行比较。

１．２　色度评价方法

ＣＩＥＬＡＢ颜色空间是由ＣＩＥ所规定的一系

列颜色测量原理、测量条件、数据和计算方法所构

成的ＣＩＥ标准色度系统之一。在色彩管理中，通

常把 ＣＩＥＬＡＢ空间称为设备无关颜色空间
［３］。

在测量参数相同的情况下，无论用什么输出设备

和承 印 材 料 上 所 输 出 的 颜 色，只 要 它 们 的

ＣＩＥＬＡＢ空间的犔犪犫值相同，它们的颜色外

貌一定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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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设备无关原理，只需用打样机或印刷机

或印刷适性仪，用本公司相同油墨纸张印出各种

不同色强度的实地色，然后用色度仪测量各实地

色的犔犪犫值，将它们与相应的参考标准值比

较，计算它们与标准值之间的色差，就可找到最接

近参考标准色相的实地色。

１．３　密度评价方法

不仅要求实地色尽量饱和，而且要求三色实

地叠印尽量接近中性灰。理论上，三原色叠印达

到中性灰时，三色密度值应相等［４，５］。一般情况

下，一个灰色的三色密度值可能不相等，当估计它

的中性灰程度时，本文提出采用以下几种方法：

① 与黑墨实地的青、品红和黄三色密度值对应比

较，三个差值都很小，说明该叠印色越接近中性

灰。② 在实际工作中，常将三色实地叠印的视觉

效果与黑油墨实地比较，两者的视觉效果越接近，

说明三色实地叠印的中性灰效果越好，或者三色

实地叠印与黑色实地的色差越小越好。如果在实

地色样的制作时不考虑三色叠印，就可以用第一

种方法评价。

三色叠印色块的青、品红和黄的密度可以只

用密度仪直接获得。但在只有三个单色实地色样

的情况下，就不能直接获得它们的叠印色的青、品

红和黄的密度。这样就需要首先测量各单色的主

密度和副密度，然后通过主密度与副密度之和计

算叠印色的三密度值。这种色度与密度相结合的

评价方法与以前的方法相比，它不需要ＣＹＴ／３１

中规定的基准纸和胶印油墨，不需要得到符合

ＣＹＴ／３１规定的颜色标准（色样），也不需要将基

准纸与普通纸混在一起交替印刷。

如果仅通过实地密度值的匹配制作的印刷实

地色样与ＩＳＯ或国家标准所规定的色样的颜色

外貌不一定相同，则实地密度值只能表示色强度，

不能表示颜色外貌。在通过色度与密度相结合的

评价方法确定实地色的ＣＩＥＬＡＢ犔犪犫值后，

就可以使用某一密度仪测量实地色的密度值，作

为控制印刷品质量的标准值。

四色金属印刷使用的四色油墨的呈色性质与

纸张印刷油墨相同，因此，用于四色纸张的颜色测

量方法也可以用于四色金属印刷。而且根据设备

无关颜色空间理论，四色金属印刷与纸张印刷可

以使用相同的国家平印标准色度值。

２　四色金属印刷实地色样的实验

本文选择镀锡薄钢板涂某一型号的白涂料作

为承印材料，采用传统机械方法打样。对每一色

调节下墨量打印７个以上不同密度的实地色样

张，其密度较均匀地分布在０．８～１．８内。对制作

好的不同密度的实地色样，用光谱色度仪测量各

实地色样的ＣＩＥＬＡＢ犔犪犫值（由于篇幅有限，

只以青色为例，见表１）。表１中，Δ犈是不同密度

实 地 色 样 与 ＰＴ３ 的 色 差， Δ犈 ＝

（Δ犔）２＋（Δ犪）
２＋（Δ犫）槡

２。因为不使用任何

参考纸张、参考油墨和参考色相，惟一的参考是

ＩＳＯ或 ＧＢ 标准色度值，因此，测量各实地的

犔犪犫值时，应选取与ＩＳＯ或 ＧＢ标准完全相

同的测量参数。测量各实地色样的密度值时，本

文所用的密度仪为Ｘｒｉｔｅ４１８，所选的密度测量参

数为：参考白为白涂料层，密度状态为犜、０о／４о或

４５о／０о测量角。

表１　青色不同实地密度的犆犐犈犔犃犅犔犪犫值

Ｔａｂ．１　犔犪犫ｆｏ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ＤｅｎｓｉｔｉｅｓｏｆＣｙａｎ

纸张编号 犆１ 犆２ 犆３ 犆４ 犆５ 犆６ 犆７ ＰＴ３

犔 ４５ ４８ ５１ ５３ ５５ ５９ ６１ ５４

犪 －３４ －３６ －３７ －３７ －３６ －３５ －３３ －３７

犫 －５０ －４９ －４７ －４６ －４４ －４３ －４０ －４２

密度 ０．８９犇１．０１犇１．１５犇１．３０犇１．３８犇１．５０犇１．５９犇 －

Δ犈 ８．３０ ５．４７ ２．４４ ４．１２ ５．８３ ９．２７１２．４０ －

３　四色金属印刷实地色样的分析过

程

　　实地色样品与ＩＳＯ或ＧＢ标准的比较可以采

用光谱法或色度法。

金属表面的白涂料层和白色底墨尽管与纸张

表面性质有所不同，但它们都属于漫反射体，对油

墨印刷的视觉效果都应相同，所以完全可以用

ＩＳＯ或ＧＢ标准规定的标准纸张作为金属表面白

涂料层或白色底墨的参考标准。经过色度测量，

白涂料层表面的色度值（犔，犪，犫）＝（８８，２，

－６），它与第三类纸张ＰＴ３值的色度值（８７，－１，

－３）的差最小，因此，可以选择第三类纸张ＰＴ３

作为参考标准，进而选择ＰＴ３类纸上的青、品红

和黄三色实地的色度值作为评价四色金属印刷实

地色样的参考标准。

将表１所测得的青色品坐标值犪和犫表示

在犪犫色品图中（图１），确定实地色样与参考色

样之间的色品距离（一般应小于５）。在色品图

中，以参考色样的色品点为圆心、以５个单位为半

径画圆（犪＝５或犫＝５），在该圆以内的颜色都

暂时归于寻求的四色金属印刷实地色范围之内

７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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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品图中的阴影部分）。对于青色油墨编号为

犆１、犆２、犆３、犆４、犆５的样张，以及品红油墨编号为

犕６、犕７和犕８的样张，暂时归于所寻求的实地色

样范围之内；其中前者与参考色样的色品点的距

离小于５个单位；对于黄色油墨，最接近参考实地

色样的编号是犢１、犢２和犢３。

图１　青实地色样系列与色品分析

Ｆｉｇ．１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ａＳｅｔＣｙａｎＳｏｌｉｄｓｉｎ

ＣｈｒｏｍａｔｉｃｉｔｙＤｉａｇｒａｍ

采用了ＣＩＥＣＡＢ１９６４色差公式计算每一实

地色样与参考色样之间的总色差（见表２）。同

样，总色差Δ犈越小，说明实地色样与参考色样的

颜色外貌越接近。将总色差大于５的实地色样排

除，对于青油墨而言，只剩下编号为犆３和犆４两

个色样，它们的总色差分别为２．４４和４．１２；对于

品红而言，总色差小于５的实地色样是 犕６、犕７

和犕８；对于黄色油墨，还是保留编号为犢１、犢２和

犢３的实地色样。由于在实地色样的制作时，很难

得到正确的三色叠印效果，所以一般不考虑三色

叠印。这样，三色实地叠印的中性灰程度能通过

密度方法进行评价。

对编号为犆３、犆４、犕６、犕７、犕８和犢１、犢２、犢３

的实地色样，测量它们的主、副密度（表２）。各色

的主、副密度用犇犆、犇犕、犇犢 表示，其中最大值为

主密度，两个较小的密度值为副密度。犆３＋犕６

＋犢１、犆３＋犕６＋犢２、…、犆４＋犕８＋犢３是根据单

色实地主、副密度预测三色实地叠印后的密度值

（未考虑叠印率）。与黑墨实地密度比较，并考虑

到品红和黄油墨的叠印率，犆４＋犕７＋犢３的叠印

更接近于黑墨实地。最终选择的三原色印刷油墨

实地色样青为犆４、品红为 犕７、黄为犢３。该三色

实地色样可作为本文条件下四色金属印刷的标准

实地色样。

关于黑墨实地，一般只考虑其亮度，因此，只

需简单控制其实地密度即可。对制作好的印刷标

准实地色样，标上色度值和密度值用黑纸封装，避

光保存好。

表２　各单色实地的主、副密度和对三色实地叠印的密度预测

Ｔａｂ．２　Ｐｒｉｍａｒｙａｎｄ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ＤｅｎｓｉｔｙｏｆＳｉｎｇｌｅＳｏｌｉｄａｎｄ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ｎｇ

ＯｖｅｒｐｒｉｎｔＤｅｎｓｉｔｙｏｆＴｈｒｅｅＣｏｌｏｒｓ

编号 犇犆 犇犕 犇犢 编号 犇犆 犇犕 犇犢

犆３ １．１５ ０．３０ ０．１４ 犕８ ０．１４ １．４１ ０．８１

犆４ １．３０ ０．３３ ０．１５ 犢１ ０．０３ ０．０４ ０．８１

犕６ ０．１３ １．２５ ０．７３ 犢２ ０．０５ ０．０６ ０．８６

犕７ ０．１６ １．３５ ０．７９ 犢３ ０．０７ ０．０７ ０．９０

犆３＋犕６＋犢１ １．３１ １．５９ １．６８ 犆４＋犕６＋犢１ １．４６ １．６２ １．６９

犆３＋犕６＋犢２ １．３３ １．６１ １．７３ 犆４＋犕６＋犢２ １．４８ １．６４ １．７４

犆３＋犕６＋犢３ １．３５ １．６２ １．７７ 犆４＋犕６＋犢３ １．５０ １．６５ １．７８

犆３＋犕７＋犢１ １．３４ １．６９ １．７４ 犆４＋犕７＋犢１ １．４９ １．７２ １．７５

犆３＋犕７＋犢２ １．３６ １．７１ １．７９ 犆４＋犕７＋犢２ １．５１ １．７４ １．８０

犆３＋犕７＋犢３ １．３８ １．７２ １．８３ 犆４＋犕７＋犢３ １．５３ １．７５ １．８４

犆３＋犕８＋犢１ １．３２ １．７５ １．７６ 犆４＋犕８＋犢１ １．４７ １．７８ １．７７

犆３＋犕８＋犢２ １．３４ １．７７ １．８１ 犆４＋犕８＋犢２ １．４９ １．８０ １．８２

犆３＋犕８＋犢３ １．３６ １．５１ １．８５ 犆４＋犕８＋犢３ １．５１ １．８１ １．８６

　黑墨实地 １．５６ １．６７ １．８４ 　黑墨实地 １．５６ １．６７ １．８４

４　确定实地密度的误差范围

继印刷标准实地密度确定之后，可以进一步

确定它们的印刷误差范围。原则是：在印刷过程

中，在同一印张上不同部位的实地密度之间的色

差应小于５，即Δ犈犔犪犫≤５（国家标准平均值），每一

实地密度与印刷标准实地密度之间的色差应小于

２．５。这个值是针对总色差而言的，如果只是在色

品图考虑色品差，则色品差值还应更小，可先确定

在Δ犈犔犪犫≤１．５。为了正确获得实地密度的误差

范围，首先在色品图中考虑色品差，然后用总色差

８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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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证其正确性。

以印刷标准实地密度值的色度点为中心、以

１．５单位为半径画圆（图２），位于该圆以内的色度

点与印刷标准实地密度的色度点（中心点）之间的

色相差都小于１．５，将该圆称为色品差圆。由不

同实地密度组成的实地密度曲线经过该圆，从实

地密度曲线与色品差圆边缘相交的两个交点可以

初步读出印刷过程中能允许的最高实地密度值和

最低实地密度值。如对于青油墨实地（见图２），

最高密度值为１．４犇，最低密度值为１．２犇，中间

值为１．３犇（标准实地密度）。从表１中可以最终

确定青油墨印刷的最高实地密度和最低实地密度

分别为１．２５犇和１．３５犇。最高实地密度与最低

实地密度之差称为实地密度允差范围。将最高实

地密度或最低实地密度与标准实地密度之差称为

图２　青实地密度范围的确定

Ｆｉｇ．２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ＳｏｌｉｄＲａｎｇｅｆｏｒＣｙａｎｉｎ

ＣｈｒｏｍａｔｉｃｉｔｙＤｉａｇｒａｍ

允差。按以上方法可以确定本研究使用的青、品

红和黄色油墨的实地密度允差范围和允差分别都

相同，即０．１和０．５（表３）。

表３　印刷标准实地密度及其允差范围

Ｔａｂ．１　ＡｌｌｏｗａｎｃｅＲａｎｇｅｆｏｒＳｏｌｉｄＤｅｎｓｉｔｙ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ｏｆＣｏｌｏｒＯｆｆｓｅｔＰｒｉｎｔｉｎｇ

最低密度 标准密度 最高密度 允差范围 允差

青油墨 １．２５犇 １．３０犇 １．３５犇 ０．１ ０．５（约４％）

品红油墨 １．３０犇 １．３５犇 １．４０犇 ０．１ ０．５（约４％）

黄油墨 ０．８５犇 ０．９０犇 ０．９５犇 ０．１ ０．５（约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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