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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精度和高稳定性高端分光辐射亮度计

CS-2000/2000A 主要规格

为了您的安全及正确地使用仪器，在使用前，请务必阅读说明手册。

请使用指定电源为仪器供电，不匹配的电源可能引起短路或火灾。

安全警告

•

• 一些照明控制方法可能会妨碍精确测量。有关详细信息，请联系离您最近的柯尼卡美能达销售办事处或经销商。

*1: 在温度为23±2℃及相对湿度为65％以下的条件下，在标准模式测量10次的平均值。
*2: 在温度为23±2℃及相对湿度为65％以下的条件下，在标准模式下测量10次。

暗视觉测量

用户体验友好的软件

数据处理软件 CS-S10w 专业版 (标准配件）

显示

色空间

测算

模式选择

仪器控制

数据管理

数据评估

系统要求

CPU

内存

硬盘

显示

其他

可以将多个数据对象复制并粘贴到工作表软件中。

模板显示 xy 和 u'v' 色度图

* 必须通过 USB 将仪器连接到个人计算机上方能使用此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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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该软件，可以通过个人计算机控制 CS-2000和 
CS-2000A 进行测量，并支持多种图形或列表显示测量数
据，同时可将测量数据复制黏贴或者导出到其他工作表
中。CS-S10w 提供各种数据管理、分析和评估方式，可
帮助您更便捷、高效地进行研发或品质控制工作。

· Windows® 是微软公司在美国和其他国家的一个商标或
注册商标。

· 奔腾® 是英特尔公司在美国和其他国家的一个商标。

众所周知，人类视觉的敏感性在黑暗环境中转移到蓝色波长段区域，但以
往的仪器没有暗视觉测量功能。CS-2000A 在结合 CS-S10w 专业版
（标准配置）软件后，可提高暗场条件下的计算能力。

暗视觉

在人类的眼睛里，有两种类型的感光细胞，视锥细胞和视杆细胞。视锥细胞感受颜
色而视杆细胞仅仅感受亮度。当亮度不断减弱，视杆细胞活动力却变得更强，当仅
仅只有视杆细胞在工作时的情况，我们称为暗视觉。暗视觉的光视效率函数曲线的
峰值从明视觉下 ( 明亮环境下 ) 的绿色波长段移动到了蓝色波长段，此条件下，蓝
色的发光对象会让人感觉更亮一些。

明视觉
暗视觉

光谱图、光谱数据表、色度图

Lvxy、Lvu'v’、LvT uv、XYZ、特征波
长、激发纯度、暗视觉亮度

光谱数据的基本算术运算和函数处理

普通模式、对比度模式、RGB 模式、
RGB和对比度模式、对象颜色模式

平均测量、间隔测量、用户校准

读取 / 保存文件；使用文件夹管理数据；
使用由用户设计和布局的各种图形创建、
保存和读取模板；在图形上显示数据

观测器 / 光源设置、显色性评价、每个
文件夹的统计值显示、容差极限范围设
置、显示评估多点设置、不均匀性（色差）
显示、对比度显示、多边形公差设置

Windows®7 专业32位，64位
Windows®8.1 专业32位，64位
Windows®10 专业32位，64位
* 要使用的计算机系统的硬件必须满足

或超过所使用的兼容操作系统的建议
系统要求或以下规格。

奔腾®III 600 MHz 等效或更快

128 MB 以上（建议256 MB 以上）

60 MB 以上可用空间，用于安装

至少1,024 x 768、256种颜色

用于安装 CD-ROM 驱动器、用于仪器
连接的 USB 端口

型号 CS-2000/2000A
波长范围 380 ~ 780 nm
波长分辨率 0.9 nm/pixel
显示波长宽度 1.0 nm
波长精度 ±0.3 nm （中波长：435.8 nm、546.1 nm、643.8 nm; Hg-Cd灯）
光谱波宽 5 nm 以下（半波宽）
测量角度（可选） 1° 0.2° 0.1°

CS-2000 0.003 ~ 5,000 cd/m2 0.075 ~ 125,000 cd/m2 0.3 ~ 500,000 cd/m2

CS-2000A 0.0005 ~ 5,000 cd/m2 0.0125 ~ 125,000 cd/m2 0.05 ~ 500,000 cd/m2

最小测量区域 ø5 mm 
（当使用近摄镜头时为 ø1 mm）

ø1 mm 
（当使用近摄镜头时为 ø0.2 mm）

ø0.5 mm 
（当使用近摄镜头时为 ø0.1 mm）

最小测量距离 350 mm（当使用近摄镜头时为 55 mm）
最小光谱辐射显示 1.0x10-9 W/sr • m2 • nm
精度：亮度（标准光源）*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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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度：色度
（标准光源 A）*1

x,y : ±0.003 (0.003 ~ 0.005 cd/m2)
x,y : ±0.002 (0.005 ~ 0.05 cd/m2)
x : ±0.0015
y : ±0.001

x,y : ±0.003 (0.075 ~ 0.125 cd/m2)
x,y : ±0.002 (0.125 ~ 1.25 cd/m2)
x : ±0.0015
y : ±0.001 (1.25 cd/m2 以上)

x,y : ±0.003 (0.3 ~ 0.5 cd/m2)
x,y : ±0.002 (0.5 ~ 5 cd/m2)
x : ±0.0015
y : ±0.001 (5 cd/m2 以上)

0.4% (0.003 ~ 0.05 cd/m2)
0.3% (0.05 ~ 0.1 cd/m2)
0.15% (0.1 ~ 5,000 cd/m2)

0.4% (0.075 ~ 1.25 cd/m2)
0.3% (1.25 ~ 2.5 cd/m2)
0.15% (2.5 ~ 125,000 cd/m2)

0.4% (0.3 ~ 5 cd/m2)
0.3% (5 ~ 10 cd/m2)
0.15% (10 ~ 500,000 cd/m2)

x,y : 0.002 (0.003 ~ 0.005 cd/m2)
x,y : 0.001 (0.005 ~ 0.1 cd/m2)
x,y : 0.0006 (0.1 ~ 0.2 cd/m2)
x,y : 0.0004 (0.2 ~ 5,000 cd/m2)

x,y : 0.002 (0.075 ~ 0.125 cd/m2)
x,y : 0.001 (0.125 ~ 2.5 cd/m2)
x,y : 0.0006 (2.5 ~ 5 cd/m2)
x,y : 0.0004 (5 ~ 125,000 cd/m2)

x,y : 0.002 (0.3 ~ 0.5 cd/m2)
x,y : 0.001 (0.5 ~ 10 cd/m2)
x,y : 0.0006 (10 ~ 20 cd/m2)
x,y : 0.0004 (20 ~ 500,000 cd/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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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x,y :±0.002 (0.001 ~ 0.05 cd/m2)
x : ±0.0015
y : ±0.001 (0.05 cd/m2 以上)

x,y : ±0.002 (0.025 ~ 1.25 cd/m2)
x : ±0.0015
y : ±0.001 (1.25 cd/m2 以上)

x,y : ±0.002 (0.1 ~ 5 cd/m2)
x : ±0.0015
y : ±0.001 (5 cd/m2 以上)

1.5% (0.0005 ~ 0.001 cd/m2)
0.7% (0.001 ~ 0.003 cd/m2)
0.25% (0.003 ~ 0.05 cd/m2)
0.15% (0.05 ~ 5,000 cd/m2)

1.5% (0.0125 ~ 0.025 cd/m2)
0.7% (0.025 ~ 0.075 cd/m2)
0.25% (0.075 ~ 1.25 cd/m2)
0.15% (1.25 ~ 125,000 cd/m2)

1.5% (0.05 ~ 0.1 cd/m2)
0.7% (0.1 ~ 0.3 cd/m2)
0.25% (0.3 ~ 5 cd/m2)
0.15% (5 ~ 500,000 cd/m2)

x: 0.003 y:0.0035 (0.001 ~ 0.003 cd/m2)
x: 0.001 y:0.0015 (0.003 ~ 0.1 cd/m2)
x,y: 0.0006 (0.1 ~ 0.2 cd/m2)
x,y: 0.0004 (0.2 ~ 5,000 cd/m2)

x: 0.003 y: 0.0035 (0.025 ~ 0.075 cd/m2)
x: 0.001 y: 0.0015 (0.075 ~ 2.5 cd/m2)
x,y: 0.0006 (2.5 ~ 5 cd/m2)
x,y: 0.0004 (5 ~ 125,000 cd/m2)

x: 0.003 y: 0.0035 (0.1 ~ 0.3 cd/m2)
x: 0.001 y: 0.0015 (0.3 ~ 10 cd/m2)
x,y : 0.0006 (10 ~ 20 cd/m2)
x,y : 0.0004 (20 ~ 500,000 cd/m2)

1°:2% 以下（400 ~ 780 nm）；0.1° 和 0.2°: 3% 以下（400 ~ 780 nm）
积分时间 快速：0.005~16 秒；标准：0.005 ~ 120 秒

测量时间 CS-2000 : 约最少 2 秒（手动模式）~
最多 243 秒（标准模式）
Lvxy 、Lvu'v' 、LvTΔuv 、XYZ、光谱图、特征波长、激发纯度、暗视觉亮度（具有 CS-S10w 专业版）

接口 USB 1.1, RS-232C
操作温度 / 湿度范围 CS-2000 : 5~35°C，相对湿度 80% 以下，无凝露 CS-2000A : 5~30°C，相对湿度 80% 以下，无凝露
存储温度 / 湿度范围 0~35°C，相对湿度 80% 以下，无凝露

专用电源适配器（100 - 240 V~, 50/60 Hz）
约 20 W

尺寸（宽 × 高 × 长） 158 x 262 x 392 mm（主机），ø70 × 95 mm（镜头）
重量 约 6.2 kg

操作系统

波长 [nm]

(0.05 cd/m2 以上)

重复性：亮度（2σ）
（标准光源 A）*2 

重复性：亮度（2σ）
（标准光源 A）*2

精度：色度
（标准光源 A）*1

重复性：色度（2σ）
（标准光源 A）*2

重复性：色度（2σ）
（标准光源 A）*2

CS-2000A :约最少2秒（手动模式）~ 
最多247秒（标准模式）

所述规格和外观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测量亮度范围（标准光源 A）

偏振误差

色空间模式

电源
功率

http://se.konicaminolta.com.cn



CS-A1

校准证书（CS-2000选配）

CS-A36

CS-2000 / CS-2000A

CS-A32

PC

标准配件

(1/10)   CS-A33
(1/100) CS-A34

CS-A38

数据管理软件

CS-A35

CS-A5
CS-A5
CS-A5 CS-A30

CS-A4

CS-A3

IF-A37 (5 m)
IF-A38 (10 m)

系统图

用作校准用仪器

CS-2000/CS-2000A

CS-200

CS-150 CA-410

CA-2500

T-10A

CL-200A

CL-500A

CS-2000-I/CS-2000A-I

分光辐射照度计 CS-2000A-I（定制产品）

光谱波宽：
5 nm 以下（半波宽）

测量亮度范围
测量角度  1°：0.01 lx ~ 75,000 lx
测量角度 0.1°：1.00 lx ~ 7,500,000 l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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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校准用仪器

CS-2000 / CS-2000A 可用作柯尼卡美能达在各种工业领域的其他光测量仪器的校准用仪器。

CS-2000A-I 是一款精确的分光辐射照度计，非常
适合评估投影仪和 LED 或 EL 照明。
也可以移除照度适配器，以将仪器用作分光辐射亮
度计。

1° 适用于： 0.2° 适用于： 0.1° 适用于：

LCD 像素

无线通信支持
可通过 RS-蓝牙转换适配器进行无线通信。

用户可根据需要，选择自身认为最适合的测量角度，以满足不同的被测对象。

* CS-S10w 不支持 RS-232C 或无线通信。

低偏振误差

确保稳定的测量
1. 内同步测量

闪烁频率可通过数字输入来自由设定。

2. 外同步测量
可通过电缆连接将垂直同步信号输入仪器。

3. 长时间曝光测量

彩色的 LCD 显示屏和易于使用的操作面板

传感器块的热剖面

测量低亮度

PWM 光源

低偏振误差

彩色显示屏，易于使用

用于测量更细小区域的近摄镜（可选配件）

测量距离与测量面积（单位：mm）

Measuring distance
Measuring angle

*测量距离是从物镜到近摄镜头金属框架末端的距离。

近摄镜

支持 USB

相机安装

全新
支持 RS-232C

*可保证市场上大部分通信适配器运行。

OELD 测量的示例显示
能够进行高精度和稳定的测量！

宽亮度测量范围（CS-2000A）

*安装 CS-A34 ND 滤镜时。
可以测量在0.0005 cd/m2和50M cd/m2 *之间的亮度。

测量距离
测量角度

1° 0.2° 0.1°

使用近摄镜时 
55.0 Ø0.10Ø1.00 Ø0.20

70.9 Ø0.14Ø1.39 Ø0.28

350 Ø0.50Ø5.00 Ø1.00

500 Ø0.78Ø7.78 Ø1.56

1,000 Ø1.67Ø16.66 Ø3.33

2,000 Ø3.42Ø 34.18 Ø6.84

用户可选择的测量角度（1˚、0.2˚、0.1˚）

源自于柯尼卡美能达先进的光学设计和领先的传感器技术，CS-2000和
CS-2000A 可精确测量亮度和色度。
其中包括充分消除了设计中的机械和电路干扰因素，以实现低至0.0005 
cd/m2 超微亮度的高重复性和快速间隔测量。
此外，两种型号仪器设备均严格按照(JIS Z 8724-1997、CIE 122-1996)
对色度测量的要求，在整个可见光波长范围内采用了5nm 以下的半波宽测
量，保证了色度的精准性。

重复性  0.15%
精度（色度）
 x: ±0.0015
 y: ±0.001
*CS-2000A : 0.05 cd/m2

 CS-2000 : 0.1 cd/m2

在设计 CS-2000/2000A 核心的传感器时，
柯尼卡美能达对光学元件进行了精心分析和
优化，以防止热应变对测量结果产生的任何
影响。 

应用实例：测量正在开发的 OELD

使用反射型衍射光栅时出现的偏振误差被减小到2％（在1˚
的测量角度下），还使那些使用偏振片的显示设备如 LCD 
的测量数据的稳定性得到了保障。

用户可以交互式地

选择所需的功能。

CS-2000和 CS-2000A 支持高波

特率 RS-232C 通信。两种型号

都可以通过5或10米电缆（单独

出售）整合到自动化生产线中。

RS-蓝牙转换适配器

（需另购）

通过观察窗查
看的测量区域

典型的目标，如中型和大型显示装置

• LCD、PDP 或 EL 平板显示
• 手机和数码相机的 LCD 面板
• 用于飞机驾驶舱的雷达和其他仪表板
•大型户外显示屏

LED 等小面积光源

• 汽车音响系统
• 汽车仪表板
• 灯具、荧光灯管背光源和其他光源

极小的光源或远距离的灯光

• PDP 或 LCD 像素
• 冷阴极管
• 汽车刹车灯
• 交通信号

对于高亮度测量，通过使用多重积分模式来减少非
同步读数期间的亮度变化，从而在不使传感器饱和
的情况下延长曝光。

CCD 摄像头可以通过 
CS-A36适配器（可选配
件）安装在观察窗上。

通过 USB 
轻松连接个
人计算机

支持传输速度达115,200 
bps 的 RS-232C 通信技术

校准用仪器

校准用仪器

校准用仪器

可选配件 镜头盖
聚焦环
锁紧螺钉 主机

ND 滤镜

近摄镜头

白色校准板
(不含数据）
(含数据）
(含数据和校准证书）

存储箱 三角架

云台
电源适配器

三点校准证书（CS-2000A 选配）

RS-232 电缆

CCD 取景适
配器

ND 滤光目镜

（另购）

USB 连接线(2m）

CS-S10w 
专业版

尺寸（单位：mm）

滤镜螺纹直
径：ø52

定位销孔（1）：ø5，
深度：4

光轴

测量距离基准
安装螺钉： M5, 
深度： 6.5

安装螺钉：M5, 
深度：6.5

定位销孔（2）: 
深度： 4

三脚架紧固螺钉（ø3/8″螺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