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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墨叠印的色度评价方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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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色度角度提出了油墨叠印的三种色度评价方法，通过对这三种色度叠印评价方法的论述和比较分

析，认为油墨叠印的密度评价方法存在诸多不足，色度评价方法中的纽纶堡方程预测法对二次色的色度值预

测精度不高，而色度叠印和彩度叠印评价方法具有诸多优点，可以用于四色胶印产品的实际检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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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油墨叠印率的测量方法主要分为重量法和表

观法，在印刷过程控制中通常采用表观法［１３］。目

前，表观方法都是采用密度测量方法计算油墨的

叠印率，而目前由于密度测量的局限性，色度测量

在印刷过程控制中使用越来越多。

油墨叠印率从色度上可以看成是具有缺陷的

叠印（缺陷叠印）与没有缺陷的叠印（理想叠印）之

间所出现的颜色偏差。这样就可以通过计算缺陷

叠印与理想叠印之间的色差来评价油墨的叠印效

果。两种原色具有缺陷的叠印实际上就是在已经

印刷有第一原色墨层上压印第二原色，所以缺陷

叠印的色度值可以通过分光光度仪测量实际印刷

样张而获得。但是两种原色理想叠印的色度值则

是不可直接测量而得，只能通过计算得到。为了

获得两种原色理想叠印的色度值，可以采用以下

三种方法———纽纶堡颜色方程预测、主成分分析、

光谱测量与计算之一来进行计算。

使用纽纶堡颜色方程预测［４，５］实际上也是比

较困难的事。计算某一两种原色实地叠印的色度

值，就要已知原色和其他叠印色的色度值。若要

同时求得红、绿、蓝三个叠印色的色度值，就只能

采取预测方法。

１　光谱测量与计算法

获得理想叠印色度值更准确的方法是使用分

光光度仪测量实地印刷原色油墨青、品红、黄和纸

张白的光谱反射率，然后采用光谱计算和色度计

算方法计算叠印色红、绿、蓝的光谱反射率和色度

值，其过程与方法如下。

１）在印刷或打样样张上，用分光光度仪测量

原色油墨青、品红、黄和纸张白的光谱反射率，由

于反射率数据过多，本文将其用反射率曲线表示

（图１）。青、品红、黄和纸张白的光谱反射率分别

用犘犆（λ）、犘犕（λ）、犘犢（λ）和犘犠（λ）表示。

图１　原色油墨和纸张白的反射率

Ｆｉｇ．１　Ｓｐｅｃｔｒａｌ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ｖｉｔｙｏｆＰｒｉｍａｌＣｏｌｏｒｓ

２）计算叠印色红（品红＋黄）、绿（青＋黄）、蓝

（青＋品红）的光谱反射率。红、绿、蓝三个二次叠印

色的光谱反射率用犘犚（λ）、犘犌（λ）、犘犅（λ）表示。它们

应是某两种原色光谱反射率的乘积（图２）
［５７］，即

犘犚（λ）＝
犘犕（λ）·犘犢（λ）

犘犠（λ）

犘犌（λ）＝
犘犆（λ）·犘犢（λ）

犘犠（λ）

犘犅（λ）＝
犘犕（λ）·犘犕（λ）

犘犠（λ

烅

烄

烆 ）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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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犘犠（λ）是纸张白的光谱反射率。

图２　叠印色的光谱反射率

Ｆｉｇ．２　Ｓｐｅｃｔｒａｌ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ｖｉｔｙｏｆ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３）把在步骤２）中计算得到的二次叠印色红、

绿、蓝的光谱反射率转换成色度值。这里使用由

ＣＩＥ推荐的物体色三刺激值的计算公式
［５，７］：

犡＝∫
７

３０３８０犛（λ）·犘（λ）·珟狓（λ）ｄλ

犢 ＝∫
７

３０３８０犛（λ）·犘（λ）·珘狔（λ）ｄλ

犣＝∫
７

３０３８０犛（λ）·犘（λ）·珘狕（λ）ｄ

烅

烄

烆
λ

（２）

　　计算中特别要注意使用的标准照明体一定要

与测量原色油墨青、品红、黄的光谱反射率时所使

用的相同，在本实验中色度值的计算和测量都使

用了标准照明体Ｄ５０。标准观察者在色度计算和

测量中也应相同，本实验中都使用了２°标准观察

者光谱三刺激值。

从密度叠印率评价方法可以知道，第二原色

以实地压印在第一原色上，其墨层不是连续墨层，

而是呈不连续的点状分布。而根据式（１）和式（２）

的计算结果正好与第二原色连续地分布在第一原

色墨层上的现象吻合。犘犆（λ）、犘犕（λ）、犘犢（λ）是

直接压印在纸张上无叠印缺陷的连续墨层的光谱

反射率，当然，它们之间的乘积犘犆（λ）犘犕（λ）、犘犆

（λ）犘犕（λ）、犘犕（λ）犘犢（λ）就是两个无叠印缺陷的

连续墨层之间的乘积，这样计算得到的色度值就

是比较理想的结果。而用分光光度仪测量两个实

地压印的墨层时，即测量了包含有叠印缺陷的不

连续的第二原色墨层，其结果就是具有叠印缺陷

的光谱反射率和色度值。实测色度值与计算（或

理想）色度值（表１）之间的色差越小，第二原色的

叠印效果就越好。

表１　实测色度值与计算色度值

Ｔａｂ．１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ａｎｄ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ＴｒｉｓｔｉｍｕｌｕｓＶａｌｕｅｓ

色相
色度值

犢 狓 狔 犔 犪 犫

Ｃ青 ２６．１３ ０．１８３ ０．２６５ ５８．１６ －３３．４７ －４５．９０

原色 Ｍ品红 １８．７３ ０．４７２ ０．２５９ ５０．３８ ６７．７８ －８．９６

Ｙ黄 ７３．６０ ０．４４４ ０．４８６ ８８．７４ －７．９７ ８０．１２

Ｒ１红（品＋黄） １７．９１ ０．５８２ ０．３３２ ４９．３９ ６２．５４ ３７．３６

实测叠印色 Ｇ１绿（青＋黄 ）２０．５０ ０．２４０ ０．５１９ ５２．４０ －６４．１１ ２０．７２

Ｂ１蓝（青＋品） ５．４９ ０．２１７ ０．１７３ ２８．１０ １７．２８ －４７．０４

Ｒ２红（品＋黄） １６．９６ ０．６０９ ０．３４３ ４８．２２ ６２．４３ ４９．７１

计算叠印色 Ｇ２绿（青＋黄） ２０．４０ ０．２５９ ０．５３７ ５２．２８ －６０．５９ ２７．１０

Ｂ２蓝（青＋品） ３．５７ ０．２２４ ０．１５２ ２２．２２ ２５．００ －４６．５７

　　４）评价色度叠印值。实测色度值和计算（理

想）色度值之间的差别就是，前者是具有叠印缺陷

的色度值，后者是无叠印缺陷的色度值。而且第

一原色压印在纸张上，是无叠印缺陷的，只是第二

原色具有叠印缺陷。所以实测色度值与计算色度

值之间的色差完全由第二色的叠印缺陷所产生。

因此，完全可以把二次叠印色的实测色度值与计

算色度值之间的色差作为第二原色油墨的叠印

值，或称为色度叠印值：

犜狉 ＝ （犔犼－犔犮）
２
＋（犪犼－犪犮）

２
＋（犫犼－犫犮）槡

２

（３）

式中，犔犼、犪犼、犫犼是用式（１）和式（２）计算得到的二次

叠印色的色度值；犔犮、犪犮、犫犮是用分光光度仪实测的

二次叠印色的色度值，犜狉为色度叠印值。色度叠印

值越小，说明实测值与计算值之间的色差越小，所

以第二原色在第一原色上的叠印效果越好。

从表１的数据和根据式（３）计算得到本文实

验中的３个色度叠印值为：品＋黄的色度叠印值

犜狉＝１２．４０，青＋黄的色度叠印值犜狉＝７．２８，青＋

品的色度叠印值犜狉＝９．７１。这说明本文所测量

的实验样张上的叠印色与理想叠印色还有一定差

距。由于实验样张上第二墨层的点状分布和计算

墨层的连续分布，这个差值是一定存在的。但是，

这个差值犜狉究竟为多大才属于正常叠印，这就要

求像对密度叠印率那样，要求制定色度叠印值标

准。本文不作进一步研究。

如果将以上计算和实测的色度值表示在色品

图中，可以发现，通过式（１）和式（２）计算得到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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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色度值与原色组成色域范围明显大于由实测色

度值与原色组成的色域范围（图３）。图中由

ＣＭＹＲＧＢ组成的六边形是实测颜色色域。由

ＣＭＹＲ２Ｇ２Ｂ２组成的范围是计算色度值构成的色

域，称为计算色域。色品图中还表示了另外一个色

域，由ＣＭＹＲ１Ｇ１Ｂ１构成，这个色域的叠印色的色

度值通过纽纶堡颜色方程预测法得到，色品图中称

为纽纶堡预测色域。可见纽纶堡预测色域不仅小

于计算色域，而且小于实测色域。因为纽纶堡颜色

方程预测法只是一种估计方法，把它作为二次叠印

色的理想色度值求解方法实际上还不够理想，需要

进一步改进。而本文中提出的理想叠印色度值的

光谱测量与计算法能获得真正理想色度值，所以这

样得到计算色度值与实测色度值构成的色差作为

色度叠印值更为合理和准确。为了验证用式（１）和

式（２）计算的正确性，可把计算所得到的Ｒ２、Ｇ２、Ｂ２

的色度值犔、犪、犫（表１）与ＩＳＯ标准色度值犔、

犪、犫（表２）作比较，两者的色度值非常接近，而实

测叠印色的色度值与ＩＳＯ标准色度值就相差较多。

这并不是说可以直接用ＩＳＯ标准作为理想色度值

更好，其实正好相反，ＩＳＯ标准只是一组经验值，并

且当使用油墨或纸张与ＩＳＯ标准不同时，色度值跟

着发生变化，而标准在一定时间内是一组确定不变

的值。这里所研究的计算方法总是与实际印刷所

用纸张和油墨完全符合，所以计算色度值才是特定

条件下的理想色度值。

图３　三个色域的比较

Ｆｉｇ．３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ＴｈｒｅｅＣｏｌｏｒＧａｍｕｔｓ

２　彩度叠印值评价方法

２．１　心理彩度评价的理论基础

早在１９７６年，ＣＩＥ就定义和推荐了心理明度

犔、心理彩度犆和心理色相角犺的色度坐标系

统。其色度值可以从 ＣＩＥ１９７４犔犪犫 转换获

得［５９］。其中心理彩度犆的计算方法如下：

犆＝ （犪）２＋（犫）槡
２ （４）

　　实际上，心理彩度与孟塞尔彩度相似，可表示

颜色的饱和度。通过心理彩度评价油墨的叠印缺

陷，可以依照以下的实验发现为基础。瑞士

ＵＧＲＡ研究所在透明片基上印刷透明的彩色墨

层（喷墨印刷墨层或热转移墨层），通过色度测量

发现，透射测量的三原色心理彩度之和与二次叠

印色的心理彩度之和相等：

犆犆 ＋犆

犕 ＋犆


犢 ＝犆


犕＋犢 ＋犆


犆＋犢 ＋犆


犆＋犕 （５）

　　这个关系式不是经过理论推导，而是经验总

结的规律，是一个经验关系式。在四色彩色胶印

中，是将透明油墨印刷在纸张上，则发现二次叠印

色的心理彩度小于两个原色的心理彩度之和。为

此便可确定，印刷纸张上的二次叠印色的心理彩

度取决于两个原色的心理彩度之和，两者之间的

关系可通过一个系数狋确定：

犆１＋２ ＝狋·（犆

１ ＋犆


２ ） （６）

２．２　叠印值的心理彩度评价

式（６）中需要确定系数狋，才能计算出叠印色

的心理彩度。为了得到正确的有说服力的系数狋

的值，这里又一次使用经验色度值。这里使用

２００４年出版的国际标准ＩＳＯ１２６４７２为胶印定义

的１类纸张上呈现的四色油墨的色度值
［８１０］来确

定式（５）中的系数狋。１类纸张上的油墨ＩＳＯ标准

及其由式（４）和式（６）计算得到心理彩度和系数狋

的值如表２。

表２　犐犛犗纸张类型１的油墨色度值的心理彩度和狋系数

Ｔａｂ．２　ＣｈｒｏｍａｔｉｃｉｔｙｏｆＩｎｋｓＢａｓｅｄＩＳＯＰａｐｅｒ

Ｔｙｐｅ１ａｎｄ狋Ｆａｃｔｏｒ

颜色 犔 犪 犫 彩度犆 原色彩度和 狋系数

青（Ｃ） ５４ －３６ －４９ ６０．８０

品（Ｍ） ４６ ７２ －５ ７２．１７

黄（Ｙ） ８８ －６ ９０ ９０．２０

红（Ｍ＋Ｙ） ４７ ６６ ５０ ８２．８０ ７２．１７＋９０．２０ ０．５０９

绿（Ｃ＋Ｙ） ４９ －６６ ３３ ７３．７９ ６０．８０＋９０．２０ ０．４８８

蓝（Ｃ＋Ｍ） ２０ ２５ －４８ ５４．１２ ６０．８０＋７２．１７ ０．４０６

　　ＩＳＯ色度值犔
、犪、犫 使用的测量条件是

４５°／０°入射光和测量光角度、标准照明体Ｄ５０、２°

标准观察者光谱三刺激值、黑色衬垫。每一个

ＩＳＯ标准的确定，都须经过五年的检测，标准的变

动必须得到ＩＳＯ成员国的同意，因此，ＩＳＯ１２６４７

２确定的胶印标准是经过反复检验和ＩＳＯ成员国

认可的。在表２中计算得到的狋系数应该是一个

１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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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系数，有很高的认可度。有了经验系数狋，就

可以根据式（６）计算得到三个二次色的心理彩度

（表２）。这样，就可以把测量得到的心理彩度与

计算所得到的心理彩度之差用作二次叠印色的叠

印值，称为彩度叠印值，计算式表示如下：

Δ犆

＝犆


犆 －犆


犑 （７）

　　显然，这里应该把计算所得到的心理彩度作

为理想值。从式（７）可知，彩度差Δ犆可能是正

值，也可能是负值。Δ犆为负值时，二次叠印色有

较低的叠印。相反，Δ犆为正值时，二次色有较高

的叠印。但是并不是说Δ犆是负值就是低叠印，

要根据实际视觉色差确定Δ犆
的允差值。一般

可以确定Δ犆
＝－３．０，即Δ犆 ＜３．０，二次叠印

色呈低叠印，Δ犆 ≥－３．０都属于正常叠印。使

用前面的色度值来计算三个二次色的彩度叠印值

Δ犆
（表３）。可见品红＋黄的彩度叠印值最低，

只有－２．９３，但是也大于－３．０。因此，三个二次

色的彩度叠印值都在正常叠印范围之内。色度叠

印值是实测值与理想值之间的色差，这个差值应

该较大。但是要在多大范围内，本文未作进一步

研究。而彩度叠印值从计算基础上来看其值应该

很小。当然，还可进一步研究用计算色度值代替

ＩＳＯ标准作为计算系数狋的色度数据，本文也不

进一步讨论。

表３　彩度叠印值的计算

Ｔａｂ．３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ｎｇｏｆＣｈｒｏｍａｔｉｃＴｒａｐｐｉｎｇＶａｌｕｅｓ

叠印色 犪 犫 犆犮 狋系数 犆犼 Δ犆

Ｒ１红（品＋黄） ６２．５４ ３７．３６ ７２．８５０．５０９７５．７８ －２．９３

Ｇ１绿（青＋黄）－６４．１１ ２０．７２ ６７．３８０．４８８６７．０１ ０．３７

Ｂ１蓝（青＋品） １７．２８ －４７．０４ ５０．１１０．４０６５０．８２ －０．７１

３　叠印评价方法的比较

对于色度与密度两类叠印评价方法，色度方

法具有以下优点：① 色度叠印评价的准确性可从

视觉上监控，是直接的颜色视觉评价，是两个颜色

之间的色差比较。② 三个二次色的叠印值有直

接可比性。因为无论是计算色度叠印值还是彩度

叠印值，都使用了均匀颜色空间ＣＩＥ１９７４犔犪

犫，所以从色度叠印值或彩度叠印值的大小可以

直接得知哪一个二次色的叠印效果较好，哪一个

的叠印效果较差。③ 色度评价方法所使用的基

本数据采用了分光光度技术，所以色度叠印值或

彩度叠印值丝毫不受测量滤色片的影响。④ 色

度叠印评价方法也比较简单，当然这里应抛开纽

纶堡方程预测法。本文中所研究的光谱测量与计

算法虽然表面看来比较复杂，但是光谱测量和计

算在当今的技术条件下都是很简单的，光谱和色

度运算都可编制程序固化在测量仪器中，而且只

有加减乘除运算。而密度叠印评价方法还需加上

指数和对数这样的复杂运算。

就本文所研究的几种色度叠印评价方法而

言，纽纶堡方法只是一种估计法，从所预测的色域

来看，缺乏精度。就另外两种方法而言，色度叠印

值所使用的光谱测量与计算方法具有更多优点。

首先，光谱测量与计算得到的二次色的色度值更

理想，而本文所研究的彩度叠印评价方法所使用

的是目前的标准色度值，不是理想值，只是经验

值。其次，光谱测量与计算采用计算色度值与实

测色度值的色差作为色度叠印值，这比彩度叠印

评价法更容易从颜色视觉上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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