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易于理解的操作步骤
色彩管理涉及到各种各样的任务，它们都具有不同的操作步骤。
• 如：与新纸张或新目标颜色匹配，设备状况的日常管理，打印前检查色彩再现情况等。
AccurioPro ColorManager使用向导来确认每个任务的正确步骤，这样即使非专业操作员也可轻松执行色彩管理。

自动化操作
许多公司把色彩管理从可视化管理转换到量化管理，然而，他们还是需要执行劳动密集型操作。
• 如：打印/测量量化管理所需的图表，基于数值的通过/失败进行判断，报告/验证色彩管理的状态，等等。
AccurioPro ColorManager可自动执行这些艰巨的任务。

 

无缝操作

色彩管理对每家印刷公司
都至关重要

• 以技术为向导的独立操作
• 很多工具

以 前

开 始

目 标

• 面向用户工作的前端和验证任务指引 
• 引导式工作流为用户提供可靠的操作

新

你想要做什么？ 操作指引

打印&测量 显示结果&验证

AccurioPro ColorManager Suite

易于使用的色彩管理解决方案

满足色彩管理诸多需求

因粗心造成的错误

IQ-501 操作屏 测量工具

印刷打印控制器 FD-S2w

用户手册
服务手册

应用程序

然而，使用目前的软件进行色彩管理是非常困难的。
比如，不止需要对单一的印刷设备做色彩匹配，还需要对客户
所有执行各种任务的设备进行色彩匹配。比如引擎线性化、色
彩匹配/验证、保持色彩条件以及跟踪。
柯尼卡美能达提供给客户使用起来非常简单的色彩管理解决方
案。
AccurioPro ColorManager Suite是一款多合一的软件，实现
了高效易用的色彩管理解决方案。
同时也整合了印刷设备（数字印刷前端）和IQ-501实现高级
集成工作流。

柯尼卡美能达提供自己特别的色彩管理产品包括IQ-501和AccurioPro CloudEye。通过整合这些产品，AccurioPro Color-
Manager为测量和色彩质量管理实现更轻松、无缝的操作。

2



3

AccurioPro ColorManager Advance是一种基于向导的软件，可进行以下两种操作：
1、 引擎基础设置，以达到印刷设备规格要求的性能水平；
2、 创建特性文件，精确再现操作员想要输出的颜色。

ABCDE

AccurioPress
系列

AccurioPrint
系列

AccurioLabel
系列

AccurioJet
系列

宽幅设备

传统设备

链接

在无色彩图表的情况下扫描色彩样本 自动色彩匹配

高精度色彩匹配 快速 简单

AccurioPro ColorManager Suite 是一个整体的色彩管理解决方案，在这个软件中包含色彩管理所需的广泛功能，使得执
行色彩管理比以往更容易。

色彩管理非常复杂，涉及任务广泛，例如引擎基础设置、为每种色彩或纸张类型创建色彩配置文件、进行色彩验证、维护
色彩条件和跟踪。

通过将所有这些任务组合到一个包中，并在功能上与 IQ-501 集成，柯尼卡美能达实现复杂而简单的统一色彩管理解决方案。

AccurioPro ColorManager Suite 由 AccurioPro ColorManager Advance、AccurioPro ColorManager Print 和
AccurioPro CloudEye 组成。

此外，其验证创建的配置文件的能力避免了程序错误，以确保操作的准确性。
AccurioPro ColorManager Advance通过验证使用的纸张是否能够再现目标颜色，将与色彩相关的问题尽可能降低，并
实现准确的色彩管理。 

AccurioPro ColorManager Print是一款用于在计算机上有效
管理颜色的应用程序。
借助扫描仪和IQ-510之间的链接，只需使用扫描仪读取色彩
样本，即可对缺少色彩图表的印刷品进行自动配色。它通过减
少色彩匹配的所需人力和提供更准确的色彩复制，帮助提高工
作效率。

AccurioPro CloudEye 可确保通过网络在每台
数字印刷设备上准确再现颜色，为多个位置的
印刷业务提供集中的色彩管理。色彩管理程序
不仅可轻松整合办公室设备，还可以与合作公
司和工厂进行协作。
AccurioPro CloudEye 将改变你的工作方式。
通过保持一致的色彩再现条件，这个创新系统
确保准确、实时的色彩再现，而不考虑操作员
的经验。

无色表情况下对样品进行高精度
色彩匹配。

只需5分钟的色彩匹配操作，可防
止重复进行色彩匹配而浪费纸张。

无需特殊技能即可进行色彩匹
配，不会因为技术水平差异而
发生变化。

IQ-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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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亮调整
• 最大浓度调整
• 浓度平衡控制
• 色彩浓度控制（每种纸张类型进行色彩调整）

引擎基础设置

配置文件检查

创建配置文件

CMYK-CMYK设备链接配置文件，用于打样（模拟）和在彩色纸张上打印。用于绝对色度映射。

黑色替换优先设置。这是为了减少碳粉消耗，尽可能保持良好的色彩质量。色彩质量不如标准设置好。

标准打印机配置文件设置。用于CMYK工作流程中的生产打印。

CMYK-CMYK设备链接配置文件，用于CMYK工作流中的生产打印。相对色度映射。 . 

标准ICC

最大黑色ICC

标准DL

模拟DL

生产型DL-RGB

办公室打印DL

打印机配置文件

ICC配置文件的类型 描    述

打印机配置文件

设备链接配置文件

设备链接配置文件

设备链接配置文件

设备链接配置文件 

色彩控制验证

AccurioPro ColorManager Advance
核心功能

提供相关工作流程以调整设备引擎上管理的多个色彩设置，并且通过完整的
工作流指导操作员执行建议的流程。

验证设备引擎色彩调整结果是否符合柯尼卡
美能达的标准（即引擎色域检查）。用户可
以确认是否需要重新调整。这将有助于确保
设备引擎处于最佳状态以及拥有最稳定的色
彩质量。此外，在创建设备配置文件之前，
验证实际生产所用纸张的色域是否适合目标
打印标准色域（色域内或色域外）。这也将
有助于避免做无用功，以及帮助考虑合适的
纸张选择和目标色彩质量水平。

创建更高质量的ICC配置文件，适用
于实际生产使用的纸张和单个设备引
擎条件下的单个打印条件。配置文件
设置针对柯尼卡美能达标准色彩进行
了优化。可以选择以下设置选项。

RGB-CMYK设备链接配置文件，用于RGB工作流程中的生产打印。用于感知映射。这使得照片具有感知质量（平
滑的色彩关系和高度饱和的色彩）。

用于业务文档打印的RGB-CMYK设备链接配置文件。用于饱和度映射。这对于色彩影响比颜色准确性更重要的
引人注目的图形很有帮助，例如业务文档中的饼图。

使用基于ICC标准色彩模拟技术检查ICC配置文件的准确性，这可以确
认新准备的ICC配置文件是否通过正确的流程和操作准确地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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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于理解的操作流程

精细调整

区域选择

AccurioPro ColorManager Print 
核心功能

通过在每个界面上使用插图解释色彩匹配，并显示操作流程。
除基本调整外，还提供以下有用的功能。
• 精细调整
• 区域选择

为了使色彩更加准确，此功能从相关色表中选择合适的颜色并进行调
整。通过以百分比为单位预览屏幕上选择的颜色，可以实现更精细的
色彩匹配。这对于输出关键颜色非常有用，例如公司颜色。

如果文档数据和色彩样本大小不匹配，此功能会将文档数据
调整区域裁剪为与色彩样本相同的大小。
这在使用部分文档数据作为色彩样本时非常有用，例如从页
面中裁切色彩样本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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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网络实时共享和管理最新的色彩重现状态

采用统一标准跨多个位置对设备进行集中色彩管理

色彩匹配 色彩匹配的集中管理

自动创建设备链接配置文件

共享配置文件设置

(1) 下载色彩测量表

(2) 打印色彩测量表
        

(3) 比色法

共享配置文件

使用手动比色法
自动创建轮廓

在IQ-501上使用比色法
自动创建配置文件

AccurioPro CloudEye
核心功能

日常色彩管理 排除因同个位置发生的问题，提供可靠的色彩管理。

统一的色彩测量和管理

通过连接IQ-501减少任务时间

图表输出 色彩测量

无论用户经验如何，提供自动、准确的色彩管理和
判断。
在统一条件下的多个地点和多台设备之间每天进行色彩管理和色
彩判断。预设色彩条件在向导式界面中提供色彩测量和判断，因
此即使没有特殊技能的操作员也可以进行色彩再现。

可以在不同的设备、地点甚至用户的合作伙伴之间使用相同的色彩管理
方法，所以统一的色彩管理很简单，可以保持相同的色彩再现水平。

在配备智能质量优化器IQ-501的设备上，可以从主机操作面板上
设置命令。在配备智能质量优化器IQ-501自动质量优化器选项的
设备上，可以从主机面板设置命令。通过IQ-501完成自动色彩测
量也减少了耗时的测量任务的工作量。

使用IQ-501，从图表输出
到通过/失败判断的过程是

自动化的，麻烦更少。

色彩
测量命令

通过/失败
判断

无论设备或位置如何，
对同一任务使用相同的

界面。

由于 AccurioPro CloudEye 采用了测量结果反馈方法，
因此该系统能够自动、简单地创建高精度设备链接配置文
件，即使没有色彩专业知识的用户也可操作。

由于传送和共享了管理员定义的配置文件创建设置，所有地
点和合作公司的色彩匹配集中管理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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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 设备管理状态列表

设备最新管理状态列表
 

数据共享 共享关键色彩管理项目

共享关键项目

共享项目

共享测量结果
管理状态和判断结果可与合作公司和其他用户共享。

生成测量结果报告

显示详细的测量结果

其他位置 内   部

品质管理部 品质管理部

生产部 生产部

合作公司

控制面板界面

通过网络浏览器登录后，可在主屏幕上的列表中显
示所管理公司、位置和设备的最新色彩管理状态。

图表和报告向用户详细显示了各自工厂和合作公司的每台设备的管理状态和
判断结果。

包括每项测量的详细判断结果的报告可从数据库中获得，并易于在任何地点
共享。

该系统提供“ 跟踪 ”——日常管理结果和状态，以及
“ 目标配置 ”——配置目标值、判断标准和配置文件
创建。色彩管理的这些关键项目可以在多个位置共享，
也可以在外部 AccurioPro CloudEye 用户之间共享，
这样可以简化操作并降低总成本。

1、目标配置管理标准。
管理标准。将色彩目标值、管理差和设备链接配置文
件的条件设置组合在一起的文件。
2．跟踪
由设备及其目标配置组成，用于管理设备的色彩再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