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汽车颜色评估管理方案

颜色与光的测量颜色与光的测量

光源色

物体色



汽车评估应用案例

外饰金属漆
（橘皮/鲜映性）

汽车玻璃

外饰

车大灯（高亮度）

DOI

DOI

光泽度计

分光测色计

分光测色计

照度计

（适用于照度分布测量、多点测量）
成像色度计 光源近场测量系统

（玻璃的光谱透射率测量）

（玻璃的光谱反射率测量）

物体色

光源色

PM-NFMSTM
T-10A

CM-700d

CM-5

ProMetric I 系列

车牌

分光测色计

色彩与光泽测量计  CM-25cG

外观分析计 
Rhopoint TAMS

Rhopoint IQ-S
Rhopoint IQ-FIex20

CM-700d

A-345L9



侧后视镜、
门把手部分

侧后视镜
并线辅助灯 刹车灯、

转向灯、
雾灯、
危险警示灯等

外饰金属漆外饰金属漆
（金属漆、珠光漆等）

车大灯光强分布
道路亮度分布

轮毂 轮胎

多角度分光测色计

多角度分光测色计

色彩色差计

成像色度计

成像色度计

色彩照度计

前照灯评估分析软件

成像色度计

色彩色差计

光泽度计

CA-2500A

CL-200A

CM-M6

CM-M6

CR-400

CR-400

光泽、雾影Rhopoint IQ Flex20

PM-HLTM

CA-2500A
ProMetric I 系列

ProMetric I 系列



仪表板、
内饰件

（包含曲面及拼接表面的内饰部件
色彩管理）

（内饰不同拼接表面间的色彩管理）      

车内照明
阅读灯等

车内照明
LED氛围灯导光条

车内
后视镜

（用于表面反射测量） 

车载导航/中央信息显示屏

（适用于ProMetric®  Y/I系列）

（用于测定反射率）

空调、音频开关部位
背光显示

分光测色计

色彩与光泽测量计

色彩与光泽测量计

分光测色计

分光测色计

光泽度

光泽度

光泽度

光泽度
光泽度计

光泽度计

照度计

分光辐射亮度计

光泽、雾影

成像色度计

成像色度计分光辐射照度计

光泽度计

视角性能
显示屏测量解决方案

锥光镜头

内饰

金属表面

（多点测量）

MULTI GLOSS 268A
UNI GLOSS 60A

MULTI GLOSS 268A
色彩分析仪       CA-410

光泽度

（适用于BlackMura检测/划痕检测和其他检测）

光泽度

Lumicol 1900
CA-2500A

CS-2000A

CM-700d
CL-500A

T-10MA

CM-700d

CM-25cG

CM-25cG

Rhopoint IQ-S

ProMetric I 系列

Rhopoint IQ-S

CM-700d
成像色度计

CA-2500A
分光辐射亮度计 CS-2000A

CA-2500A

ProMetric I 系列

ProMetric I 系列



仪表板

方向盘 车座&
车顶材料

内饰
门饰板

分光测色计 分光测色计色彩色差计

光源的亮度
和色度检测
（手持式现场测量）

车载摄像头

（环境评估/校准
光源评估）

（摄像光源评估）

电镀零件
（曲面/小曲面）

亮度计

色彩亮度计

分光辐射照度计

色彩照度计

光泽、雾影

光泽、雾影

色彩亮度计

成像色度计

光泽度计

CL-500A

LS-150/LS-160
CS-150/LS-160

CL-200A CS-200

CM-700dCM-700d CR-410

Rhopoint IQ-S
Rhopoint IQ Flex20

HUD抬头显示

成像色度计

指示灯的亮度、色度和缺陷检测等

成像色度计

自动化视觉检测软件ProMetric I 系列

ProMetric I 系列

TrueTestTM

ProMetric I 系列



测定直径：φ6mm   
照明口径：φ12mm

　

 

颜色与光的测量

物体色

分光测色计

色彩色差计

光泽度计

 

光源色

分光辐射照度计

 

色彩：φ8mm/φ3mm 
光泽度：φ10mm/φ3mm

MULTI GLOSS 268A/UNI GLOSS 60A

集柯尼卡美能达独有的最新光学技术之大成，以
低成本、紧凑外形尺寸实现台式仪器才具备的高
精度、高性能，是具有优异便携性、操作性的手
持式分光测色计。适合用于汽车内饰部件的颜色
测量。测定直径φ8mm/φ3mm切换式。

可以同时测量色彩和光泽度的二合一
机型，外观和功能皆为汽车内饰色彩
与光泽度的质量控制而设计。

可进行多角度（6个视角）测量，融合了专利
设计的新型“镜面对称光路系统”，在测量汽
车外涂装方面展现了卓越的多功能性。

多角度分光测色计，可在一次测定中同时对
汽车外饰等的金属漆、珠光漆涂装颜色等进
行高光（25°）、普通（45°）、阴
影（75°）三个方向的测定。也适合用于曲面
的颜色评估。测定直径φ12mm。

柯尼卡美能达最高精度的分光测色
计，是研发、品管和配色部门的理
想搭配。

配备新型分光型/顶部端口，操作简
便且轻盈！
配备大型彩色液晶显示屏！多功能
合一的分光测色计。最适合用于汽
车前挡风玻璃的透过率测定。

自发售以来，在测色仪市场
上常年位居畅销榜第一位，
是手持式色差计的经典之
作。测定直径φ8mm。

具备手持式设备中最大级别的大口径测定，适合用于有凹凸及花
纹的试样的平均测定。测定直径φ50mm。

用于测量样品表面光泽程度，可以测量从塑料到
金属等不同表面，测量范围广，光泽度范围为：0.0-2,000GU。

凭借优异的性
能，仪器被广泛
应用于汽车工
业、船舶游艇、
涂料涂装、表面
处理、金属制
品、陶瓷工业等
领域。

外观分析计

与大众和奥迪公司合作开发，以人类对表面外
观品质的感知为模型，提供了让视觉外观信息
理解和交流发生革命性变化的新参数。

可进行车内LED照明检查与评估。手持
式设备，可轻松在车内的方向盘附近
以及座椅下方等位置进行测定。是最
适合于照明光源显色评估测定的紧凑
型、便携型分光辐射照度计。符合
JIS/DIN两种规格。可测定及显示光源的
一般显色指数（Ra）、照度（lx）、暗
视觉照度（lx）、相关色温（K）、色
度（xy）。

Rhopoint TAMS

Rhopoint IQ-S/IQ Flex20

色彩照度计

适合用于白光LED色温测定的小型、轻便型
色彩照度计。可测定及显示光的相关色温
（K）、色度（xy）、照度（lx）、三刺激值
（XYZ）、主波长（λd）、激发纯度（Pe）。



照度计

分光辐射亮度计

色彩亮度计

亮度计

 

色彩分析仪

成像色度计

  

自动化视觉检测软件

光源近场测量系统  

锥光镜头
(用于 ProMetric  Y/I  系列)

带有 ■ 标志的产品由Instrument Systems制造。 带有 ◆ 标志的产品由Radiant Vision Systems制造。

符合JIS AA级、DIN Class B标准的高精
度照度计。也可精确测定PWM调光控
制光源，适合用于多点测定、内置于
试验装置等照度测定系统。

百万像素的CCD，对车载显示屏等的“亮度
偏差”、“色度偏差”进行“高分辨率”、“二
维”检测。由于可在短时间内实现从测定到
数据分析的过程，所以最适合用于开发评
估及检查。使用不同的镜头，可应对各种
大小尺寸显示屏。

为各种平板显示器提供快速、精
准、低成本的视角性能测量，可直
接安装到ProMetric ® Y/I，在±58°视
角下对亮度、色度和对比度进行精
确、可靠的测量。

柯尼卡美能达与Instrument Systems
运用各自在显示器检测领域的技术
经验和研发实力，携手开发出新一
代的图像色彩分析仪，为平板显示
生产线提供快速、精确和简易的亮
度与色度检测方案。

针对汽车、交通、建筑和其他应用的
大型光源，为开发人员提供近场亮度
分布数据。相比传统测量方法，NFMS
在更紧凑的测量空间内提供了更为全
面的信息。

针对FPD显示屏、发光键盘、背光模组合
LED屏幕的测试，可将捕获的详细视觉检
测数据处理成可供生产和开发团队使用的
相关可操作信息。
ProMetric® Y/I均可使用。

CA-310升级型号，支持HDR、广
色域和OLED等新型显示测量的新
一代色彩分析仪。支持显示测量
的4项技术改进，从低亮度到高亮
度都能确保精度；提高色度测量
的精度；优化性能的产线集成方
案；更丰富的测量界面。

小巧、易用的单反型亮度计，最低测量亮
度可达0.001cd/m²

光谱拟合式色彩亮度计，实现接近
分光辐射亮度计的高精度亮度、色
度测定。

依靠柯尼卡美能达独有的光学设计技术
与信号处理技术，可在低至0.0005cd/m2

的超低亮度下实现准确的亮度、色度测
定的分光辐射亮度计。

紧凑、便携的小型色彩亮度计，测量光源
及反射物体表面的亮度和色度。

高速

Y/I Series
ProMetric Y/I 基于科学级CCD传感器设
计而成，分辨率范围涵盖I2的200万
像素到I29的2900万像素，对汽车仪
表及背光键盘字符亮度差异评价，以
及对大型LED显示屏与照明的亮度和
色度高精度测量。ProMetric Y坚固耐
用且小巧精致，在FPD、照明、LED
显示屏、背光等有丰富的应用案例。 锥光镜头成像色度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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