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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安全相關圖片標示
本書中所記載之警告與注意， 為避免錯誤使用本機器導致事故發生， 皆有如下之記號標示。

內容係有關安全方面的警告或注意的文章。
請仔細閱讀文章內容， 正確且安全地使用。

內容係有關觸電風險的指示。
請仔細閱讀文章內容， 正確且安全地使用。

內容係有關火災風險的指示。
請仔細閱讀文章內容， 正確且安全地使用。

內容係有關禁止的行為。
請絕對不可如此做。

內容係有關行為上的指示。
請務必遵照指示操作。

內容係有關禁止的行為。
請絕對不要拆解本產品。

代表直流電 （DC） 的記號。

代表電擊保護形式為 Class II 的記號。

注意事項

•	 禁止擅自轉載本書全部或部分內容。
•	 手冊內容將來如有變更， 恕不另行通知。
•	 本書內容已經過仔細審查校對，如發現任何疑問或錯誤、漏記之處，請洽詢購買商店或與 「授權的維修中心」
中所記載之窗口聯繫。

•	 無關乎上述內容， 本公司對使用本機器的結果恕不負責， 敬請見諒。
•	 可從下列URL 下載最新版的操作手冊。	

http://www.konicaminolta.com/instruments/download/instruction_manual/index.html

本書中所使用之應用程式等的正式名稱

（本文中的簡稱）	 （正式名稱）
	 Bluetooth	 Bluetooth®

關於商標

•	 Bluetooth® 的標誌與商標為 The	Bluetooth	SIG,	Inc. 的註冊商標， 經授權後使用。
•	 KONICA	MINOLTA 的商標、 記號為 KONICA	MINOLTA （株） 的註冊商標或商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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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警告與注意事項

使用本機器時，請嚴守以下事項正確使用。 此外，操作手冊在仔細閱讀以後，請妥善保管於隨時可閱覽的場所。

 警告 （若操作不當可能導致死亡或重傷的情形）

請勿在有引火性、 可燃性氣體 （汽油等） 存在的地方使用。
否則可能導致火災。

纜線的插頭請確實完全插入插座內。 若未完全插入插座內， 可能導致火災或觸電。

拔掉纜線時，請務必抓住插頭拔除。 若拉扯電線，可能導致電線損壞，引發火災或觸電。 此外，
請勿以沾濕的手拔除插頭。 否則可能導致觸電。

請勿勉強彎折、 扭轉、 拉扯電線或纜線。 此外， 纜線等線路請勿以重物壓載、 損傷或加工。
否則可能導致纜線破損， 引發火災或觸電。

請勿拆解或改造本機器。 否則可能導致火災或觸電。

請勿將液體潑灑在本機器上， 或插入金屬類物品。 否則可能導致火災或觸電。 萬一有液體潑灑
在本機器上或有金屬類物品插入時， 請立即關閉電源， 與 「授權的維修中心」 中所記載之窗口
聯繫。

萬一本機器發生破損、 冒煙或異臭時， 請勿繼續使用。 否則可能導致火災。 若冒煙、 異臭、
破損時， 請立即關閉電源， 與 「授權的維修中心」 中所記載之窗口聯繫。

請勿以沾濕的手拔出或插入插頭。 否則可能導致觸電。

 注意 （若操作不當可能導致使用者受傷或發生實體損失的情形）

保養時， 請將纜線從插座上拔離。 否則可能導致觸電。

請勿放置在高低不平或傾斜等不穩定的場所。 否則掉落、 翻倒可能導致受傷。 此外， 搬運時請
注意不要摔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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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CA-410 系列是量測各種彩色顯示器之色彩、 亮度、 Flicker 的量測儀器。 請仔細閱讀本文後使用。

關於購買時的捆包材料

購買時的捆包材料 （紙箱、 緩衝材料、 塑膠袋） 請妥善保管。 本機器為精密量測儀器。 運送到本公司保養
時，請使用購買時的捆包材料包裝，以儘量減少撞擊或振動。 萬一遺失捆包材料，或發生破損時，請與 「授
權的維修中心」 中所記載之窗口聯繫。

〈使用注意事項〉

•	 本機器乃設計作為室內專用。 請勿於戶外使用。
•	 本機器由精密電子零件所構成， 因此請絕對不要拆解。
•	 本機器屬污染度 2的產品 （主要在製造現場、 實驗室、 倉庫或同類場所使用的機器）。 請在沒有金屬粉塵、
無凝結的環境下使用。

•	 本機器屬過電壓類型 I 的產品 （有連接迴路以限制過渡過電壓在適當低水準措施之機器）。
•	 本機器請勿在海拔超過 2000m的場所使用。
•	 若在有水滲入或有金屬類物品等插入本機器的狀態下使用極為危險， 請注意不要讓異物入侵。
•	 在暖器附近使用時， 本機器的溫度會上升超過氣溫， 可能導致故障。 請勿於此類場所使用。 此外， 請在通
風良好的場所使用本體。

•	 請注意避免劇烈的溫度變化以及水氣凝結。
•	 在日照直射的場所或暖器附近使用時，本機器的溫度會上升超過氣溫，可能導致故障。 請勿於此類場所使用。
•	 請避免在粉塵極多或潮濕的場所使用。
•	 請勿在有粉塵、 煙霧、 藥品等會產生氣體的場所、 潮濕的場所使用。
•	 本機器請安裝在符合使用環境條件 10〜 35℃， 相對濕度 85%以下的場所使用。 若在超過使用環境條件的範
圍使用時， 可能無法發揮所需的性能。

•	 請勿讓本機器遭遇強烈的振動或撞擊。
•	 請勿拉扯或勉強彎折連接的纜線或電線， 或是施加過度的力量。 否則可能導致斷線。
•	 請盡量連接雜訊低的電源使用。
•	 萬一發生故障時， 請勿自行拆解， 洽詢 「授權的維修中心」 中所記載之最近的服務據點。
•	 本機器在電視、 收音機、 無線電機等附近使用時， 可能導致接受干擾。
•	 重新啟動時， 請在關閉以後等候數秒鐘再重新開啟電源。
•	 校準、 量測等正在寫入到記憶體時， 請勿關閉電源。
•	 本機器可能因為與相連之電腦等機器的相容性而發生無法正常動作的情形。 請在顧客處確認機器能正常動作。
•	 不使用本機器時， 請關閉電源。
•	 建議重要的資料與設定另行備份在其他儲存媒體中保管。
•	 進行量測時，請確認鏡頭表面是否乾淨。 若有粉塵、塵埃、手垢或未擦拭乾淨的情形時，可能無法正確量測。
•	 請勿以手觸摸鏡頭表面。
•	 在潮濕環境下劇烈的溫度變化會導致水氣在鏡片上結霧， 而無法正確量測， 敬請注意。

〈保管方法〉

•	 本機器的保管溫濕度範圍為 ［0℃〜	45℃， 相對濕度 85%以下 /無凝結］。 保管於高溫、 潮濕的場所時，
可能導致性能降低， 因此請保管在常溫常濕附近的環境中。

•	 保管時， 請注意防止凝結。 此外， 移動到保管場所時， 請注意溫度不可劇烈變化， 以避免水氣凝結。
•	 保管於有日照直射的場所或暖器附近時， 本機器的溫度會上升超過氣溫， 可能導致故障。 請勿於此類場所保
管。

•	 請勿在有粉塵、 煙霧、 藥品等會產生氣體的場所保管。 否則可能導致性能劣化或故障。
•	 放置在車廂內或行李箱內等可能超出保管溫度範圍， 導致故障， 因此請避免放置於此類場所。
•	 保管時， 請在鏡頭上蓋上標準配備的鏡頭蓋後保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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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養方法〉

•	 萬一本機器髒污時，請以柔軟的乾布擦拭。 清掃時請勿使用有機溶劑 （揮發油、稀釋劑） 或其他化學藥品。
•	 測頭或光學系統上有髒污、 粉塵附著時， 請以吹風機等吹掉後， 以柔軟的乾布或拭鏡紙擦拭。 清掃時請勿
使用有機溶劑 （揮發油、 稀釋劑） 或其他化學藥品。

•	 若髒污擦不乾淨或有傷痕時， 請與 「授權的維修中心」 中所記載之窗口聯繫。

〈運送注意事項〉

•	 運送本機器時， 請使用購買時的捆包材料包裝， 以盡量減少撞擊或振動。
•	 送回保養服務時， 請將本體與附屬品裝入同一個捆包材料中， 全部送還。

〈保養維護〉

•	 建議每年實施 1次的定期保養， 以維持本機器的量測精度。 保養的詳細內容， 請洽詢 「授權的維修中心」
中所記載之最近的服務據點。

〈丟棄方法〉

•	 本機器與附屬品以及包裝材料的丟棄， 請按照地方政府的規定辦理。

〈關於本書〉

本書適用對象為具備顯示器等相關基本知識者。
請仔細閱讀本文後使用。
本書中有關測頭的描述， 若不針對特定測頭類型時， 記載為 「測頭」。

給購買本機器專用另售附屬品的消費者
本機器之專用另售附屬品的使用方法如本文中的說明。
使用另售附屬品時， 操作方法的說明部份標示有產品名稱。
購買時請依照該附屬品種類閱讀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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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410 系列的結構

CA-410 系列由以下 3個系統構成。

zz測頭

量測顯示器用的感測器組件。
可連接電腦進行量測。 （使用 PC軟體）
可連接資料處理器進行量測。

zz資料處理器 CA-DP40

最多可同時連接 10個測頭進行量測。
可連接電腦， 透過電腦來控制。 （使用 PC軟體）

zzPC 軟體 CA-S40

可控制連接在電腦上的測頭進行量測。
可控制連接在電腦上的資料處理器。

測頭+PC軟體操作手冊中， 記載有測頭與標準配備的色彩分析儀用 PC軟體	CA-S40 的下列說明。
•	 測頭的使用方法與規格
•	 PC 軟體的安裝方法
•	 測頭與電腦連接時的量測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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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構成圖

【測頭系列】 【資料處理器】

AC電源供應器

max10 測頭

測頭 -PC 用
USB 線

測頭 -DP 用
RS 線

DP-PC 用 USB 線

電腦
（市售品）

PC軟體 （SDK， CA用 PC軟體）

PLC、 電腦等

PLC、 電腦等

PC軟體
（SDK， CA用 PC軟體）

觸
發
/
同
步

（
BN
C
）

Et
he
rn
et
（
10
0B
A
SE
-T
）

R
S-
23
2C

（
D
-s
ub
）

Bl
ue
to
o
th
[另

售
]

鋰離子電池
[ 另售 ]

電腦
（市售品）

Φ27高靈敏度測頭

迷你、 迷你高亮度測頭

Φ10、 Φ10 高亮度測頭

Φ27、 Φ27 高亮度測頭

Φ10 高靈敏度測頭

測頭 -PC 用
USB 線

miniDIN

轉換纜線

(BNC)

(D-sub)

電源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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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測頭
可使用CA-410 系列的測頭， 量測顯示器的亮度、 色度、 Flicker 值。
測頭的控制有以下 3種方法。

•	 可連接電腦， 透過 PC軟體控制進行量測。 使用標準配備之色彩分析儀用 PC軟體 CA-S40， 即可選擇與電
腦USB連接之其中 1個測頭， 進行控制量測。

顯示器

電腦

CA-S40	USB 線連接

測頭 （只能控制 1台）

•	 可連接資料處理器， 透過資料處理器控制進行量測。 可同時控制多個測頭進行量測。

顯示器

mini	DIN 纜線連接
或USB 線連接

資料處理器

測頭 （可同時控制 10支）

•	 可連接資料處理器， 將資料處理器接到電腦上， 透過 PC軟體控制進行量測。 使用標準配備之色彩分析儀用
PC軟體 CA-S40， 即可選擇連接在資料處理器上的 1支測頭， 進行控制量測。

PC

CA-S40

RS-232C

顯示器

PLC 或電腦

mini	DIN 纜線連接
或USB 線連接

資料處理器

USB連接等

BNC （同步 /觸發）

測頭 （只能控制 1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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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頭系列 （皆附有鏡頭蓋）
依照用途備有 8種測頭。

型號 名稱 說明 尺寸圖

CA-P427 ø27 測頭 量測直徑 27	mm的量測測頭 P.12

CA-P427H ø27 高亮度測頭 量測直徑 27	mm的高亮度量測測頭 P.12

CA-P410 ø10 測頭 量測直徑 10	mm的量測測頭 P.13

CA-P410H ø10 高亮度測頭 量測直徑 10	mm的高亮度量測測頭 P.13

CA-MP410 ø10 迷你測頭 量測直徑 10	mm的小型量測測頭 P.16

CA-MP410H ø10 迷你高亮度測頭 量測直徑 10	mm的小型高亮度量測測頭 P.16

CA-VP427 ø27 高靈敏度測頭 量測直徑 27	mm的高靈敏度量測測頭 P.14

CA-VP410 ø10 高靈敏度測頭 量測直徑 10	mm的高靈敏度量測測頭 P.15

註：	•	無法以高靈敏度測頭CA-VP427、 CA-VP410 量測 Flicker。
•	量測 CRT 這類瞬間亮度很高的顯示器時， 建議使用高亮度測頭。

標準配備

zz遮光筒與鏡頭蓋 
用途 遮光筒 鏡頭蓋

型號 名稱 型號 名稱

ø27 測頭用 CA-H12 ø27 測頭用遮光筒 CA-H13 ø27 測頭用鏡頭蓋

ø10 測頭用 CA-H14 ø10 測頭用遮光筒 CA-H15 ø10 測頭用鏡頭蓋

ø10 迷你測頭用 CA-H16 ø10 迷你測頭用遮光筒 CA-H17 ø10 迷你測頭用鏡頭蓋

ø27 高靈敏度測頭用 CA-H18 ø27 高靈敏度測頭用遮光筒 CA-H19 ø27 高靈敏度測頭用鏡頭蓋

ø10 高靈敏度測頭用 CA-H20 ø10 高靈敏度測頭用遮光筒 CA-H21 ø10 高靈敏度測頭用鏡頭蓋

zz測頭 -PC 用 USB 線　IF-A28

以USB將測頭連接到資料處理器或電腦。
　連接方法：參閱 P.17

zz色彩分析儀用 PC 軟體 CA-S40

控制連接在電腦USB之測頭或資料處理器進行量測。
儲存在附屬的USB記憶體內。
使用方法請閱讀USB記憶體內操作手冊的 PC軟體篇。

zz色彩分析儀用 SDK　CA-SDK2

為讓用戶自行製作程式的程式庫 （library）。 儲存在附屬的
USB記憶體內。

zz操作手冊 （本書）

使用前請務必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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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售附屬品
zz轉換纜線　IF-A29

以 RS-232C 連接測頭與電腦或序列發生器， 或輸入同步信號到
測頭。
　連接方法： P.18

測頭各部位的說明
zz迷你以外的其他測頭 zz迷你測頭

(1)

(2)

(5)

(3)
(2)

(3)

(4) (4)(4) (4)
ISO 螺絲 三腳架螺絲 ISO螺絲 三腳架螺絲

註：	CA-P427、 P427H、 P410、 P410H
在 ISO 螺絲前方還有一個三腳架螺絲。 詳細
請參閱尺寸圖。

註：	mini 測頭有供治具或電纜線夾用
的螺絲。 詳細請參閱尺寸圖。

(1) 受光部

將此部份對準顯示器進行量測。

(2)USB 連接器

以USB連接資料處理器或電腦時， 使用標準配備的USB線 IF-A28 連接。

(3)RS-232C 連接器

以RS-232C連接資料處理器時，使用資料處理器中標準配備以及另售的附屬mini	DIN 纜線 IF-A30/31/32 連接。
以 RS-232C 連接 PLC 或電腦時， 使用另售的附屬轉換纜線 IF-A29 連接。
將量測同步模式設為 「EXT」 進行量測時， 所使用的顯示器垂直同步信號會透過轉換纜線 IF-A29 輸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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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螺絲孔

固定測頭用的螺絲有 2種。
三腳架螺絲：安裝在三腳架時使用。 螺絲深度 6	mm。
ISO螺絲：安裝在治具時使用。 螺絲為 ISO螺絲 5	mm， 深度 6	mm。
將測頭固定在治具等時使用。
•	 從螺絲到鏡筒前端的距離與CA-310 系列的測頭相同。
•	 光軸位置 （高度方向） 與CA-310 系列的測頭相同。 （迷你測頭除外）

(5) 狀態顯示燈

位於所有測頭背面， 顯示測頭狀態。
沒電：	 熄燈
量測中、 零位校準中：	 熄燈
記憶體異常：	 閃爍 （0.2	秒亮燈、 0.2	秒熄燈）
未執行零位校準：	 閃爍 （1	秒亮燈、 0.2	秒熄燈）
可量測：		 	亮燈 （但若為量測同步模式的 INT、 EXT、 MANUAL， 如果設定了無法量測的同步

頻率和積分時間， 則不顯示無法量測狀態， 仍為亮燈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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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頭尺寸圖

CA-P427 ø27 測頭 量測直徑 27 mm 的量測測頭
CA-P427H ø27 高亮度測頭 量測直徑 27 mm 的高亮度量測測頭

三腳架螺絲，
深度 6	mm

三腳架螺絲，
深度 6	mm

ISO	5mm螺絲， 深度 6	mmISO	5mm螺絲， 深度 6	mm

安裝遮光筒時

（單位：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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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P410 ø10 測頭 量測直徑 10 mm 的量測測頭
CA-P410H ø10 高亮度測頭 量測直徑 10 mm 的高亮度量測測頭

（單位：mm）

三腳架螺絲，
深度 6	mm

三腳架螺絲，
深度 6	mm

ISO	5mm螺絲， 深度 6	mmISO	5mm螺絲， 深度 6	mm

安裝遮光筒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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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頭

三腳架螺絲，
深度 6	mm

ISO	5mm螺絲， 深度 6	mm

ISO	5mm螺絲， 深度 6	mm

安裝遮光筒時

A角度圖

A

（單位：mm）
CA-VP427 ø27 高靈敏度測頭 量測直徑 27 mm 的高靈敏度量測測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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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腳架螺絲，
深度 6	mm
ISO	5mm螺絲， 深度 6	mm

ISO	5mm螺絲， 深度 6	mm

A角度圖

安裝遮光筒時

（單位：mm）
CA-VP410 ø10 高靈敏度測頭 量測直徑 10 mm 的高靈敏度量測測頭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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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頭

（單位：mm）

深度3mm

ø3， 深度 3	mm

ISO	3mm螺絲， 深度 5.5	mm

4-ISO	3mm螺絲， 深度 5.5	mm

ISO	5mm螺絲， 深度 6	mmISO	5mm螺絲， 深度 6	mm

安裝遮光筒時

三腳架螺絲，
深度 6	mm

CA-MP410 ø10 迷你測頭 量測直徑 10 mm 的小型量測測頭
CA-MP410H ø10 迷你高亮度測頭 量測直徑 10 mm 的小型高亮度量測測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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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頭的安裝

1 固定顯示器。 L	=	30	mm*1

2	mm （迷你測頭為 1	mm）

顯示器的螢幕

（未使用遮光筒時）

（使用遮光筒時）
2 固定測頭， 讓顯示器表面與測頭前端的距離保持

在 30 mm *1。
安裝時請務必與顯示器保持垂直。
*1 ：	迷你測頭的 L=10	mm。

〈安裝相關注意事項〉
•	 量測視野角依存性高的顯示器時， 不改變每一次量測時的安裝角
度 θ， 所得的量測再現性較高。 特別是高靈敏度測頭 CA-
VP410 的受光角較廣， 因此依賴面板指向的程度也較高。 如欲
量測指向性大的面板， 請先執行用戶校準， 之後不旋轉測頭，
直接以校準完成的姿勢使用它。

•	 使用標準配備的遮光筒， 不只能遮蔽環境的光線， 同時更容易
保持量測距離及 90°的角度。
・	ø27 測頭的規格範圍為 L=30mm±10mm。
・	ø10 測頭的規格範圍為 L=30mm±5mm。
・	迷你測頭的規格範圍為 L=10mm±5mm。

•	 如同黑色顯示的液晶螢幕一樣， 斜向射出光強時使用遮光筒的
話， 被遮光筒內壁反射的斜光會成為歧光， 可能影響量測值。 這種情
形建議拆下遮光筒， 在暗室內量測。

安裝角度 θ
測頭

顯示器

連接纜線
測頭備有連接USB	mini	B 插頭的 USB 連接器以及連接 RS-232C	mini	DIN 插頭的連接器。 連接時， 請讓測頭
與外部機器在沒有電源供應狀態下連接。 纜線的插頭請務必連接在指定的連接器上。
•	 以 USB 連接電腦時， 將標準配備的USB 線 IF-A28 之 USB	mini	B 插頭連接在測頭的USB 連接器上。 將纜線
另一側的USB插頭連接在電腦的USB連接器上。

以 USB 連接 （使用 IF-A28）

mini	B 插頭
IF-A28

USB 插頭

電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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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 RS-232C 連接電腦或 PLC 時， 透過交叉纜線將另售的附屬轉換纜線 IF-A29 之mini	DIN 插頭連接在測頭的
RS-232C 連接器， 將D-Sub 插頭連接在電腦或 PLC 的 RS-232C 連接器上。 此時， 必須使用電源供應線供
電給測頭。 電源需要 5V/300mA。
如欲透過電腦以 RS-232C 控制測頭， 須使用標準配備的 SDK （CA-SDK2）。 SDK 的規格、 使用方法請參
閱CA-SDK2 的操作手冊。

以 RS-232C 連接 （使用 IF-A29）

＋ －

mini	DIN 插頭
RS-232C 連接器

IF-A29

交叉接線

BNC連接器
外部同步信號

DC	5	V	/	300	mA
紅

黑

電腦

•	 若要將觸發信號或外部同步信號輸入到測頭時， 須將觸發信號或外部同步信號輸入到另售的附屬轉換纜線	
IF-A29 的 BNC插頭。

輸入到 BNC插頭

C-MOS邏輯電平

BNC連接器

輸入觸發信號或	
外部同步信號

（亮度色度量測：	0.5 ～ 240	Hz）
（Flicker 量測：	0.5 ～ 130	Hz）

（運作電壓 5V）

與資料處理器 CA-DP40 連接時， 分為以mini	DIN 纜線連接以及以USB線連接的方法。
•	 以 USB 連接時， 將標準配備的USB 線 IF-A28 之 USB	mini	B 插頭連接在測頭的USB 連接器上。 將纜線另一
側的USB插頭連接在資料處理器CA-DP40 的測頭用USB 連接器上。

以 USB 線連接 （使用 IF-A28）

mini	B 插頭 IF-A28 USB 插頭
資料處理器

•	 以 RS-232C 連接時， 將資料處理器中標準配備的 RS 用mini	DIN 纜線 IF-A30 （或 IF-A31、 IF-A32） 的
mini	DIN 插頭連接在測頭的 RS-232C 連接器以及資料處理器CA-DP40 的測頭用 RS-232C 連接器上。

以 mini DIN 纜線連接 （使用 IF-A30/31/32）

mini	DIN 插頭 mini	DIN 插頭IF-A30/3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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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零位校準

所謂零位校準， 是指遮蔽進入測頭受光部的光線， 進行歸零的操作。
啟動時必須執行。

〈零位校準相關注意事項〉

•	 環境溫度若出現變化， 請實施零位校準。
•	 零位校準中， 測頭內部的快門會自動關閉遮光， 但為以防萬一， 請勿將測頭前端對準超過量測範圍上限的高
亮度光源。

零位校準的確認方法
希望確認是否實施了正確的零位校準時， 請以暗幕等遮蔽測頭前端的光線， 不要讓光線照射到受光部。
•	 只要控制機器的量測值顯示 Lv 部為零， 就表示已正確實施零位校準。 若顯示零以外的數值時， 請重新實施
零位校準。

（註） 即使零位校準顯示錯誤， 只要光線照射到測頭的受光部就會進行量測， 敬請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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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頭的量測機能

1� 量測速度
可按照測頭目的選擇之量測速度有以下 4種模式。
測頭每次輸出量測值時， 相連的電腦或資料處理器可透過通信取得所有量測值， 但一般不會將所有量測值都顯
示出來， 而是以適當的顯示間隔顯示量測值。

FAST 模式

量測時間雖短， 但量測低亮度時有時會影響到重複性。

SLOW 模式

量測時間為 FAST 模式的量測時間之數倍。 進行高重複性量測時使用。

AUTO 模式

可配合亮度自動切換 FAST ／ SLOW／加長積分時間設定。 平常建議採用此設定。

LTD�AUTO 模式

可配合亮度自動切換 FAST ／ SLOW的設定。

〈量測速度選擇相關注意事項〉

•	 所選擇的量測速度設定值會儲存在測頭中。
下次啟動時， 會變成所設定的量測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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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量測同步模式
所謂量測同步模式， 是指配合顯示器的垂直掃描頻率選擇量測時間 （積分時間） 的模式。 測頭的量測同步模
式有以下 6種。 請依照要量測的顯示器類型選擇。

量測同步
模式

模式說明
量測時間

（積分時間）
垂直掃描頻率

顯示器之垂直
同步信號的輸入

NTSC 量測NTSC 方式顯示器的模式 33.3	ms 59.94	Hz 不需要

PAL
量測 PAL 方式、 SECAM方式顯示器
的模式

40.0	ms 50	Hz 不需要

EXT
輸入顯示器的垂直同步信號， 一面與
該信號同步一面量測的模式 （垂直同
步信號的輸入方法請參閱 P.20）

（一垂直掃描期間）
×2

0.50 〜 240.00		Hz
（FMA時
0.50 〜 130.00	Hz）

需要

UNIV.
顯示器的垂直掃描頻率不明， 或無法
輸入垂直同步信號等場合， 能量測所
有顯示器的模式

100	ms — 不需要

INT
若已知顯示器的垂直同步信號， 可進
行設定並用來量測。

（一垂直掃描期間）
×2

可設定
0.50 〜 240.00		Hz
（FMA時
0.50 〜 130.00	Hz）

不需要

MANUAL 指定積分時間的模式

可設定
4.0 〜 4000.0		ms
（FMA時
7.7 〜 4000.0	ms）

— 不需要

Memo 	 	LCD 出現 Flicker 是因為畫面在垂直掃描頻率的一半頻率變動。 在此狀態下量測顯示器時， 若將積分時
間設定與垂直掃描週期相同， 會導致亮度、 色度混亂。
為了穩定地量測 LCD， 建議將量測同步模式設為MANUAL， 積分時間設為垂直掃描週期的 2倍 （偶數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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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頭的量測機能

〈量測速度與量測同步模式的關係〉

量測時間 （取樣時間） 視所選擇的量測同步模式決定。
此外， 量測速度 （1秒鐘可量測、 輸出的次數） 視量測同步模式以及以下條件決定。
•	 所量測之顯示器的亮度
•	 量測模式
•	 資料輸出方式 （RS-232C 或 USB）
•	 RS-232C 時為傳輸速率
•	 所使用之測頭的數量

此外， 規格中記載有代表性的量測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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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量測模式
測頭在以下模式下可進行量測。

量測模式 模式說明

xyLv 模式 以色度座標 x、 y、 亮度 Lv 顯示、 輸出的模式

TduvLv 模式 以相關色溫 T、 與黑體軌跡的色差 duv、 亮度 Lv 顯示、 輸出的模式

u'v'Lv 模式 以 u'v' 色度圖座標 （CIE1976	UCS 色度圖）、 亮度 Lv 顯示、 輸出的模式

Flicker 模式 顯示對比方式 （AC/DC） 時的 Flicker 量。 單位為 （%）

顯示 JEITA 方式時的 Flicker 量。 單位為 （dB）

XYZ 模式 以 3刺激值 XYZ 顯示、 輸出的模式

λdPeLv 模式 以主波長 λd、 激發純度 Pe、 亮度 Lv 顯示、 輸出的模式

*	工廠出貨時， 一啟動會設定為 xyLv 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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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戶記憶體

1� 關於 Memory Channel
測頭的Memory	Channel 從 CH00 到 CH99 （共計 100	CH）。
CH00 〜 CH99 的各個 Channel 可設定以下內容。
(1)	用戶校準的校正係數
(2)	基準值
(3)	ID

CH00 為以 KONICA	MINOLTA 校準基準進行校準用的Channel。 可單獨設定基準值以及設定 ID。
CH01-CH99 可用於用戶校準與基準值保存。
此外， 工廠出貨時， 用戶用的CH01-CH99 的值與 CH00 相同都是 KONICA	MINOLTA 校準的值。
此外， 各個Channel 都可加註 ID。

用戶校準時的記憶體使用方法

W的 xyLv 校準值 R的 xyLv 校準值 G的 xyLv 校準值 B的 xyLv 校準值

W的量測值 R的量測值 G的量測值 B的量測值

白色校準使用
矩陣校準使用

2� 關於基準值
所謂基準值， 是指對量測值相較於某個顏色的偏移程度進行量測時作為基準的顏色， 在色差顯示時需要使用。
基準值可按各Memory	Channel 的各個測頭設定。
在進行以下操作時即會設定基準值。
(1)	用戶校準	....................................................... 實施用戶校準時， 校準值同時會被設定成為基準值。
(2)	設定／變更基準值	..................................... 在以下狀況實施。

・	希望在Memory	Channel	CH00 設定基準值時
・	希望在實施用戶校準之Memory	Channel 設定有別於用戶校準的顏
色作為基準值時

・	不實施用戶校準， 而以 KONICA	MINOLTA 的校準基準進行量測，
使用色差顯示時

•	 輸入用戶校準之校正係數時， 由於同時設定基準值， 因此原本所設定的基準值會被刪除。
•	 希望變更原本設定好的基準值時， 應設定／變更基準值。 即使變更了基準值， 所設定的用戶校準的校正係數
也不會改變。

在同一Memory	Channel 中， 不論量測模式為何， 基準值會被保存在共通的記憶體內。
因此不論量測模式為何， 最後設定的基準值會被保存下來。
1個Memory	Channel， 1 個測頭No.
•	 用戶校準的校正係數在 xyLv 模式、 TduvLv 模式、 u'v'Lv 模式、 XYZ 模式為共通。
•	 基準值在所有量測模式為共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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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關於用戶校準
•	 所謂用戶校準， 是指在量測任一顯示器的顏色後， 透過將校準值 （x、 y、 Lv） 設定至本機器， 而可將用
戶自己的校正係數設定至測頭的Memory	Channel 中。
之後在每次進行量測時， 都將顯示、 輸出以該校正係數校正後的值。

•	 CA-410 系列的測頭可進行白色校準與矩陣校準 2種用戶校準。
•	 工廠出貨時實施的是矩陣校準。
•	 用戶校準是按各個測頭獨立實施。
•	 用戶校準可在不同Memory	Channel	分別進行。 （排除 CH00）
•	 工廠出貨後第一次使用測頭時， 所有的Memory	Channel 都是以 KONICA	MINOLTA 的校準基準校準量測。
進行用戶校準後， 便可根據指引的校正係數進行下列校正並量測。
(1)	校正與 CIE1931 等色函數間光譜響應偏移產生的指示值的差
(2)	以多個測頭量測時， 校正測頭彼此間指示值的差時

•	 在實施用戶校準的同時， 將該色彩作為基準值設定至同一個Memory	Channel。
所謂基準值， 是指對量測值相較於某個顏色的偏移程度進行顯示時作為基準的顏色， 在色差顯示時為基準。

〈使用多台測頭時〉

以多個測頭進行量測時， 以下列方法實施用戶校準， 即可校正指示值的差。

如知道所量測之顯示器基準的色彩值時

顯示基準顯示器標示的色彩， 在所有測頭實施用戶校準。

如不知所量測之顯示器基準的色彩值時

(1)	決定 1台主測頭。
(2)	將量測模式設為 xyLv 模式， 使主探頭正對顯示基準色彩之顯示器， 然後進行量測。
(3)	記錄量測值。
(4)	使用顯示基準色彩之顯示器與 (3) 所顯示的值， 實施其他測頭的用戶校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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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測頭之規格

CA-P427 CA-P427H

量測直徑 ø27	mm ø27	mm

受光角 ±2.5° ±2.5°

精度保證量測距離 30±10	mm 30±10	mm

顯示範圍 亮度 0.0001	~	5000	cd/m2 0.0001	~	30000	cd/m2

色度 4位數顯示 4位數顯示

亮度 精度保證範圍 0.001	~	5000	cd/m2 0.01	~	30000	cd/m2

準確度 （白色）	*1	*3 0.001	~		cd/m2 ±9% ---

0.01	~		cd/m2 ±2% ±9%

0.1	~		cd/m2 ±1.5% ±2%

1	~		cd/m2 ±1.5% ±1.5%

10	~		cd/m2 ±1.5% ±1.5%

100	~		cd/m2 ±1.5% ±1.5%

重複性	
（2σ） *1

AUTO 0.001	~		cd/m2 10% ---

0.01	~		cd/m2 1% 10%

0.1	~		cd/m2 0.40% 1%

1	~		cd/m2 0.10% 0.40%

10	~		cd/m2 0.10% 0.10%

100	~		cd/m2 0.10% 0.10%

色度 精度保證範圍 0.01	~	5000	cd/m2 0.1	~	30000	cd/m2

準確度 （白色）	*1	*3 0.01	~		cd/m2 ±0.003 ---

0.1	~		cd/m2 ±0.002 ±0.003

1	~		cd/m2 ±0.002 ±0.002

10	~		cd/m2 ±0.002 ±0.002

100	~		cd/m2 ±0.002 ±0.002

在 100	cd/m2	
（單色）	*2

100	cd/m2 ±0.003 ±0.003

重複性	
（2σ） *1

AUTO 0.01	~		cd/m2 0.0035	 ---

0.1	~		cd/m2 0.0015	 0.0035	

1	~		cd/m2 0.0004	 0.0015	

10	~		cd/m2 0.0003	 0.0004	

100	~		cd/m2 0.0002	 0.0003	

Flicker	
（Contrast）

量測範圍 5	cd/m2 以上 30	cd/m2 以上

準確度 30	Hz， AC/DC10%
正弦波

±0.4% ±0.4%

60	Hz， AC/DC10%
正弦波

±0.7% ±0.7%

重複性	
（2σ）

20-65	Hz， AC/
DC10%正弦波

0.3% 0.3%

Flicker	
（JEITA）

量測範圍 5	cd/m2 以上 30	cd/m2 以上

準確度 30	Hz， AC/DC4%
正弦波

±0.35	dB ±0.35	dB

30	Hz， AC/
DC1.2%正弦波

±0.35	dB ---

重複性	
（2σ）

30	Hz， AC/DC4%
正弦波

0.1	dB 0.1	dB

30	Hz， AC/
DC1.2%正弦波

0.3	dB ---

各測頭之規格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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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P427 CA-P427H

精度保證	
量測速度 *4

xyL AUTO 0.001	~		cd/m2 1 次 /sec 1 次 /sec	(0.01	~	cd/m2)

0.15	~		cd/m2 5 次 /sec 5 次 /sec	(0.9	~	cd/m2)

2	~		cd/m2 20 次 /sec 20 次 /sec	(12	~	cd/m2)

Flicker （Contrast） 20 次 /sec 20 次 /sec

Flicker （JEITA） 0.5 次 /sec	（at	1	HzPitch）
2.5 次 /sec	（at	10	HzPitch）

0.5 次 /sec	（at	1	HzPitch）
2.5 次 /sec	（at	10	HzPitch）

量測同步模式 NTSC、 PAL、 EXT、
UNIV、 INT、 MANU （4ms
～ 4s）

NTSC、 PAL、 EXT、
UNIV、 INT、 MANU （4ms
～ 4s）

量測速度模式 AUTO、 LTD、 AUTO、
SLOW、 FAST

AUTO、 LTD、 AUTO、
SLOW、 FAST

對應被量測對象 （頻率） 0.5 ～ 240	Hz （亮度、色度）
0.5 ～ 130	Hz （Flicker）

0.5 ～ 240	Hz （亮度、色度）	
0.5 ～ 130	Hz （Flicker）

用戶校準Memory	Channel 99	Channel 99	Channel

介面 通信 USB2.0、 RS-232C USB2.0、 RS-232C

觸發 In	&	Out	[5	V] In	&	Out	[5	V]

大小 □ 42	x	140 □ 42	x	140

重量 270	g	（含安裝台） 270	g （含安裝台）

電源供應 DC	5	V	（從 USB 匯流排電源
或 RS通信用連接器輸入）

DC	5	V	（從 USB 匯流排電源
或 RS通信用連接器輸入）

使用溫濕度範圍 10～ 35℃、 相對濕度	85%以下	/	無凝結	
以 23℃	40%為基準時的變化量為， 亮度 （白色）：指示
值的±2%、 色度：白色	±0.002	/	單色	±0.003	以內　量測
亮度	100	cd/m2	

保管溫濕度範圍 0～ 45℃、 相對濕度	85%以下 （35℃） /	無凝結

*1 ：	使用本公司基準光源 （6,500K）
*2 ：	單色的亮度是以白色顯示 100	cd/m2 的狀態
*3 ：	溫度	23℃ ±2℃、 相對濕度	40%±10%
*4 ：	設定為同步模式NTSC 時、 使用USB 時、 測頭 1支	

此外， 量測是以本公司電腦 ［電腦－測頭直接連結、 使用附屬的量測軟體時］

各測頭之規格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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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P410 CA-P410H

量測直徑 ø10	mm ø10	mm

受光角 ±5° ±5°

精度保證量測距離 30±5	mm 30±5	mm

顯示範圍 亮度 0.0001	~	5000	cd/m2 0.0001	~	30000	cd/m2

色度 4位數顯示 4位數顯示

亮度 精度保證範圍 0.01	~	5000	cd/m2 0.1	~	30000	cd/m2

準確度 （白色）	*1	*3 0.001	~		cd/m2 --- ---

0.01	~		cd/m2 ±2.5% ---

0.1	~		cd/m2 ±2% ±2.5%

1	~		cd/m2 ±2% ±2%

10	~		cd/m2 ±1.5% ±2%

100	~		cd/m2 ±1.5% ±1.5%

重複性	
（2σ） *1

AUTO 0.001	~		cd/m2 --- ---

0.01	~		cd/m2 2% ---

0.1	~		cd/m2 0.60% 2%

1	~		cd/m2 0.20% 0.60%

10	~		cd/m2 0.10% 0.20%

100	~		cd/m2 0.10% 0.10%

色度 精度保證範圍 0.01	~	5000	cd/m2 0.1	~	30000	cd/m2

準確度 （白色）	*1	*3 0.01	~		cd/m2 ±0.006 ---

0.1	~		cd/m2 ±0.002 ±0.006

1	~		cd/m2 ±0.002 ±0.002

10	~		cd/m2 ±0.002 ±0.002

100	~		cd/m2 ±0.002 ±0.002

在 100	cd/m2	
（單色）	*2

100	cd/m2 ±0.003 ±0.003

重複性	
（2σ） *1

AUTO 0.01	~		cd/m2 0.0070	 ---

0.1	~		cd/m2 0.0020	 0.0070	

1	~		cd/m2 0.0008	 0.0020	

10	~		cd/m2 0.0005	 0.0008	

100	~		cd/m2 0.0003	 0.0005	

Flicker	
（Contrast）

量測範圍 15	cd/m2 以上 90	cd/m2 以上

準確度 30	Hz， AC/DC10%
正弦波

±0.4% ±0.4%

60	Hz， AC/DC10%
正弦波

±0.7% ±0.7%

重複性	
（2σ）

20-65	Hz， AC/
DC10%正弦波

0.3% 0.3%

Flicker	
（JEITA）

量測範圍 15	cd/m2 以上 90	cd/m2 以上

準確度 30	Hz， AC/DC4%
正弦波

±0.35	dB ±0.35	dB

30	Hz， AC/
DC1.2%正弦波

±0.35	dB ---

重複性	
（2σ）

30	Hz， AC/DC4%
正弦波

0.1	dB 0.1	dB

30	Hz， AC/
DC1.2%正弦波

0.3	dB ---

各測頭之規格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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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P410 CA-P410H

精度保證	
量測速度 *4

xyL AUTO 0.01	~		cd/m2 1 次 /sec 1 次 /sec	(0.1	~	cd/m2)

0.15	~		cd/m2 5 次 /sec 5 次 /sec	(0.9	~	cd/m2)

2	~		cd/m2 20 次 /sec 20 次 /sec	(12	~	cd/m2)

Flicker （Contrast） 20 次 /sec 20 次 /sec

Flicker （JEITA） 0.5 次 /sec	（at	1	HzPitch）
2.5 次 /sec	（at	10	HzPitch）

0.5 次 /sec	（at	1	HzPitch）
2.5 次 /sec	（at	10	HzPitch）

量測同步模式 NTSC、 PAL、 EXT、
UNIV、 INT、 MANU （4ms
～ 4s）

NTSC、 PAL、 EXT、
UNIV、 INT、 MANU （4ms
～ 4s）

量測速度模式 AUTO、 LTD、 AUTO、
SLOW、 FAST

AUTO、 LTD、 AUTO、
SLOW、 FAST

對應被量測對象 （頻率） 0.5 ～ 240	Hz （亮度、色度）
0.5 ～ 130	Hz （Flicker）

0.5 ～ 240	Hz （亮度、色度）
0.5 ～ 130	Hz （Flicker）

用戶校準Memory	Channel 99	Channel 99	Channel

介面 通信 USB2.0、 RS-232C USB2.0、 RS-232C

觸發 In	&	Out	[5	V] In	&	Out	[5	V]

大小 □ 42	x	174 □ 42	x	174

重量 280	g	（含安裝台） 280	g （含安裝台）

電源供應 DC	5	V	（從 USB 匯流排電源
或 RS通信用連接器輸入）

DC	5	V （從 USB 匯流排電源
或 RS通信用連接器輸入）

使用溫濕度範圍 10～ 35℃、 相對濕度	85%以下	/	無凝結	
以 23℃	40%為基準時的變化量為， 亮度 （白色）：指示
值的±2%、 色度：白色	±0.002	/	單色	±0.003	以內　量測
亮度	100	cd/m2	

保管溫濕度範圍 0～ 45℃、 相對濕度	85%以下 （35℃） /	無凝結

*1 ：	使用本公司基準光源 （6,500K）
*2 ：	單色的亮度是以白色顯示 100	cd/m2 的狀態
*3 ：	溫度	23℃ ±2℃、 相對濕度	40%±10%
*4 ：	設定為同步模式NTSC 時、 使用USB 時、 測頭 1支	

此外， 量測是以本公司電腦 ［電腦－測頭直接連結、 使用附屬的量測軟體時］

各測頭之規格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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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MP410 CA-MP410H

量測直徑 ø10	mm ø10	mm

受光角 ±5° ±5°

精度保證量測距離 10±5	mm 10±5	mm

顯示範圍 亮度 0.0001	~	5000	cd/m2 0.0001	~	30000	cd/m2

色度 4位數顯示 4位數顯示

亮度 精度保證範圍 0.01	~	5000	cd/m2 0.1	~	30000	cd/m2

準確度 （白色）	*1	*3 0.001	~		cd/m2 --- ---

0.01	~		cd/m2 ±2.5% ---

0.1	~		cd/m2 ±2% ±2.5%

1	~		cd/m2 ±2% ±2%

10	~		cd/m2 ±1.5% ±2%

100	~		cd/m2 ±1.5% ±1.5%

重複性
（2σ） *1

AUTO 0.001	~		cd/m2 --- ---

0.01	~		cd/m2 2.40% ---

0.1	~		cd/m2 0.70% 2.40%

1	~		cd/m2 0.25% 0.70%

10	~		cd/m2 0.12% 0.25%

100	~		cd/m2 0.10% 0.12%

色度 精度保證範圍 0.01	~	5000	cd/m2 0.1	~	30000	cd/m2

準確度 （白色）	*1	*3 0.01	~		cd/m2 ±0.006 ---

0.1	~		cd/m2 ±0.002 ±0.006

1	~		cd/m2 ±0.002 ±0.002

10	~		cd/m2 ±0.002 ±0.002

100	~		cd/m2 ±0.002 ±0.002

在 100	cd/m2	
（單色） *2

100	cd/m2 ±0.003 ±0.003

重複性	
（2σ） *1

AUTO 0.01	~		cd/m2 0.0085	 ---

0.1	~		cd/m2 0.0025	 0.0085	

1	~		cd/m2 0.0010	 0.0025	

10	~		cd/m2 0.0006	 0.0010	

100	~		cd/m2 0.0004	 0.0006	

Flicker	
（Contrast）

量測範圍 15	cd/m2 以上 90	cd/m2 以上

準確度 30	Hz， AC/DC10%
正弦波

±0.4% ±0.4%

60	Hz， AC/DC10%
正弦波

±0.7% ±0.7%

重複性	
（2σ）

20-65	Hz， AC/
DC10%正弦波

0.3% 0.3%

Flicker	
（JEITA）

量測範圍 15	cd/m2 以上 90	cd/m2 以上

準確度 30	Hz， AC/DC4%
正弦波

±0.35	dB ±0.35	dB

30	Hz， AC/
DC1.2%正弦波

±0.35	dB ---

重複性	
（2σ）

30	Hz， AC/DC4%
正弦波

0.1	dB 0.1	dB

30	Hz， AC/
DC1.2%正弦波

0.3	dB ---

各測頭之規格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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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MP410 CA-MP410H

精度保證	
量測速度 *4

xyL AUTO 0.01	~		cd/m2 1 次 /sec 1 次 /sec	(0.1	~	cd/m2)

0.15	~		cd/m2 5 次 /sec 5 次 /sec	(0.9	~	cd/m2)

2	~		cd/m2 20 次 /sec 20 次 /sec	(12	~	cd/m2)

Flicker （Contrast） 20 次 /sec 20 次 /sec

Flicker （JEITA） 0.5 次 /sec	（at	1	HzPitch）
2.5 次 /sec	（at	10	HzPitch）

0.5 次 /sec	（at	1	HzPitch）
2.5 次 /sec	（at	10	HzPitch）

量測同步模式 NTSC、 PAL、 EXT、
UNIV、 INT、 MANU （4ms
～ 4s）

NTSC、 PAL、 EXT、
UNIV、 INT、 MANU （4ms
～ 4s）

量測速度模式 AUTO、 LTD、 AUTO、
SLOW、 FAST

AUTO、 LTD、 AUTO、
SLOW、 FAST

對應被量測對象 （頻率） 0.5 ～ 240	Hz （亮度、色度）	
0.5 ～ 130	Hz （Flicker）

0.5 ～ 240	Hz （亮度、色度）	
0.5 ～ 130	Hz （Flicker）

用戶校準Memory	Channel 99	Channel 99	Channel

介面 通信 USB2.0、 RS-232C USB2.0、 RS-232C

觸發 In	&	Out	[5	V] In	&	Out	[5	V]

大小 □ 42	x	77 □ 42	x	77

重量 200	g （含安裝台） 200	g （含安裝台）

電源供應 DC	5	V	（從 USB 匯流排電源
或 RS通信用連接器輸入）

DC	5	V （從 USB 匯流排電源
或 RS通信用連接器輸入）

使用溫濕度範圍 10～ 35℃、 相對濕度	85%以下	/	無凝結	
以 23℃	40%為基準時的變化量為， 亮度 （白色）：指示
值的±2%、 色度：白色	±0.002	/	單色	±0.003	以內　量測
亮度	100	cd/m2

保管溫濕度範圍 0～ 45℃、 相對濕度	85%以下 （35℃） /	無凝結

*1 ：	使用本公司基準光源 （6,500K）
*2 ：	單色的亮度是以白色顯示 100	cd/m2 的狀態
*3 ：	溫度	23℃ ±2℃、 相對濕度	40%±10%
*4 ：	設定為同步模式NTSC 時、 使用USB 時、 測頭 1支	

此外， 量測是以本公司電腦 ［電腦－測頭直接連結、 使用附屬的量測軟體時］

各測頭之規格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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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
頭

CA-VP427 CA-VP410

量測直徑 ø27	mm ø10	mm

受光角 ±2.5° ±8.5°

精度保證量測距離 30±10	mm 30±5	mm

顯示範圍 亮度 0.0001	~	3000	cd/m2 0.0001	~	3000	cd/m2

色度 4位數顯示 4位數顯示

亮度 精度保證範圍 0.001	~	3000	cd/m2 0.001	~	3000	cd/m2

準確度 （白色）	*1	*3 0.001	~		cd/m2 ±9% ±9%

0.01	~		cd/m2 ±2% ±2.5%

0.1	~		cd/m2 ±1.5% ±2%

1	~		cd/m2 ±1.5% ±2%

10	~		cd/m2 ±1.5% ±1.5%

100	~		cd/m2 ±1.5% ±1.5%

重複性	
（2σ） *1

AUTO 0.001	~		cd/m2 10% 7%

0.01	~		cd/m2 1% 1%

0.1	~		cd/m2 0.25% 0.25%

1	~		cd/m2 0.10% 0.10%

10	~		cd/m2 0.10% 0.10%

100	~		cd/m2 0.10% 0.10%

色度 精度保證範圍 0.01	~	3000	cd/m2 0.01	~	3000	cd/m2

準確度 （白色）	*1	*3 0.01	~		cd/m2 ±0.003 ±0.003

0.1	~		cd/m2 ±0.002 ±0.002

1	~		cd/m2 ±0.002 ±0.002

10	~		cd/m2 ±0.002 ±0.002

100	~		cd/m2 ±0.002 ±0.002

在 100cd/m2	
（單色） *2

100	cd/m2 ±0.003 ±0.003

重複性	
（2σ） *1

AUTO 0.01	~		cd/m2 0.0030	 0.0020	

0.1	~		cd/m2 0.0008	 0.0008	

1	~		cd/m2 0.0003	 0.0003	

10	~		cd/m2 0.0002	 0.0002	

100	~		cd/m2 0.0002	 0.0002	

Flicker	
（Contrast）

量測範圍 --- ---

準確度 30	Hz， AC/DC10%
正弦波

--- ---

60	Hz， AC/DC10%
正弦波

--- ---

重複性	
（2σ）

20-65	Hz， AC/
DC10%正弦波

--- ---

Flicker	
（JEITA）

量測範圍 --- ---

準確度 30	Hz， AC/DC4%
正弦波

--- ---

30	Hz， AC/
DC1.2%正弦波

--- ---

重複性	
（2σ）

30	Hz， AC/DC4%
正弦波

--- ---

30	Hz， AC/
DC1.2%正弦波

--- ---

各測頭之規格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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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VP427 CA-VP410

精度保證	
量測速度 *4

xyL AUTO 0.001	~		cd/m2 1 次 /sec 1 次 /sec	(0.01	~	cd/m2)

0.15	~		cd/m2 5 次 /sec 5 次 /sec	(0.9	~	cd/m2)

2	~		cd/m2 20 次 /sec 20 次 /sec	(12	~	cd/m2)

Flicker （Contrast） --- ---

Flicker （JEITA） --- ---

量測同步模式 --- ---

量測速度模式 AUTO、 LTD、 AUTO、
SLOW、 FAST

AUTO、 LTD、 AUTO、
SLOW、 FAST

對應被量測對象 （頻率） 0.5 ～ 240	Hz （亮度、色度）
0.5 ～ 130	Hz （Flicker）

0.5 ～ 240	Hz （亮度、色度）
0.5 ～ 130	Hz （Flicker）

用戶校準Memory	Channel 99	Channel 99	Channel

介面 通信 USB2.0、 RS-232C USB2.0、 RS-232C

觸發 In	&	Out	[5	V] In	&	Out	[5	V]

大小 □ 47	x	190 □ 47	x	227

重量 510	g	（含安裝台） 570	g	（含安裝台）

電源供應 DC	5	V （從 USB 匯流排電源
或 RS通信用連接器輸入）

DC	5	V （從 USB 匯流排電源
或 RS通信用連接器輸入）

使用溫濕度範圍 10～ 35℃、 相對濕度	85%以下	/	無凝結	
以 23℃	40%為基準時的變化量為， 亮度 （白色）：指示
值的±2%、 色度：白色	±0.002	/	單色	±0.003	以內　量測
亮度	100	cd/m2	

保管溫濕度範圍 0～ 45℃、 相對濕度	85%以下 （35℃） /	無凝結

*1 ：	使用本公司基準光源 （6,500K）
*2 ：	單色的亮度是以白色顯示 100	cd/m2 的狀態
*3 ：	溫度	23℃ ±2℃、 相對濕度	40%±10%
*4 ：	設定為同步模式NTSC 時、 使用USB 時、 測頭 1支	

此外， 量測是以本公司電腦 ［電腦－測頭直接連結、 使用附屬的量測軟體時］

各測頭之規格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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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注意事項
使用前請您詳閱本操作手冊及量測儀器、電腦的操作手冊，以
進行正確安全的操作。

本手冊中所使用的應用程式等的正式名稱
（本文中的簡稱）	 （正式名稱）
Windows,	Windows	7	 Microsoft®	Windows®	7	Professional	Operating	System
Windows,	Windows	10	 Microsoft®	Windows®	10	Pro	Operating	System
Excel	 Microsoft®	Office	Excel

關於商標
•	 Microsoft、Windows、Windows	7、Windows	10為美國Microsoft	corporation在美
國及其他國家的註冊商標。

•	 Intel、Pentium為Intel	Corporation	在美國及其他國家的註冊商標。

手冊中提及的其他公司名稱與產品名稱為其各自公司的註冊商標或商標。

注意事項
•	 禁止擅自轉載本書全部或部分內容。
•	 手冊內容將來如有變更，恕不另行通知。
•	 手冊內容已經過仔細審查校對，如發現任何錯誤或遺漏之處，請聯絡販售經銷商。
•	 如未遵從說明使用本產品而發生意外，將一概不負上述任何責任，敬請見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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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色彩分析儀用PC軟體CA-S40可於使用USB連接電腦與顯示器色彩分析儀CA-410的測頭或資料處理器後，執
行量測及資料讀取、保存。
此外，本手冊內容是以熟悉Windows基本操作的使用者為對象撰寫。
在標準配備的USB記憶體中，也內含本操作手冊的PDF檔案。
閱覽PDF檔案需要奧多比系統公司的Adobe	Reader®軟體，最新版本的Adobe	Reader®可至奧多比系統公司
的網站免費下載。

軟體授權合約

安裝期間，本軟體的授權合約條款會顯示於畫面上的「使用者授權合約」對話方塊中。只有當您同意合約所有
條款時，才能使用本軟體。
USB記憶體中儲存之CA-410系列USB驅動程式及本手冊的著作權為KONICA	MINOLTA所有。

安裝注意事項

•	 本軟體適用於Windows	7、Windows	10作業系統。請注意，本軟體並未隨附上述作業系統。
•	 如欲使用本軟體，必須已先在電腦上安裝上述任一作業系統。
•	 將USB記憶體插入電腦時，請依正確方向將它輕輕放入。
•	 如欲連接電腦與CA-410系列的測頭或資料處理器，必須使用專用的USB驅動程式。
•	 本軟體可控制的機器僅限使用USB連接的CA-410系列測頭或資料處理器。此外，CA-210/310系列無法使
用。

•	 請以正確方向確實連接連接器。
•	 請讓連接器的端子部分保持乾淨，並請勿用手接觸它或施加過大力道。
•	 電線在配線時請多預留一段長度。若預留長度不足，有可能導致連接不良或斷線。
•	 取下連接電線時請務必握住插頭或連接器。也請勿拉扯或勉強彎折電線。
•	 請注意劇烈的溫度變化或水氣凝結。
•	 請勿放置於日照直射處或暖器附近等高溫場所。
•	 請避免摔落USB記憶體或使之受到重擊。
•	 請避免沾到水、酒清、稀釋劑等物質。
•	 取下USB記憶體時，請遵從電腦的操作手冊。

存放注意事項

•	 請妥善保管USB記憶體。
•	 請勿存放於日照直射處或暖器附近等高溫場所。
•	 請勿將USB記憶體存放於潮濕環境中。

我們已努力確保本軟體內容正確無誤，如發現任何錯誤或遺漏之處，請就近洽詢購買商店或與「授權的維修中
心」中所記載之窗口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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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系統配備

使用條件

OS	 Windows	7	Professional	32bit
	 Windows	7	Professional	64bit
	 Windows	10	Pro	32bit
	 Windows	10	Pro	64bit
•	 電腦的最低系統配備需求，以前述作業系統建議配備或以下規格兩者中較高者為準。

電腦	 搭載Core	i	series同級或以上規格處理器的個人電腦
記憶體	 4GB以上
硬碟	 需要100MB以上可用空間
	 	其中系統硬碟（安裝作業系統的硬碟）需要50MB以上可用空間
顯示器解析度	 可顯示1,024	×	768以上／	16位元色彩以上的顯示器
其他	 需要USB連接埠以連接USB記憶體
	 需要USB2.0以上的連接埠以連接量測儀器

可控制的量測儀器對象

CA-410資料處理器：CA-DP40
CA-410測頭：CA-P427	/	P427H	/	P410	/	P410H	/	MP410	/	MP410H	/	VP427	/	VP410

語言

顯示語言	 英語

2� 設定

2-1� 安裝

請按兩下附屬USB中的[setup.exe]。依照畫面指示操作並同意授權合約後，系統就會開始安裝軟體，並於[Program	Files
（x86）]資料夾下建立以下資料夾，在其中安裝程式及手冊，同時將CA-S40的啟動選單登錄於開始功能表中。
[Program	Files（x86）]	–	[KONICA	MINOLTA]	–	[CA-S40]

2-2� 解除安裝

請打開控制台上的程式解除安裝程式，點選清單中的CA-S40，按兩下滑鼠或點選解除安裝。請將CA-S40	Driver同樣地解
除安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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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主要功能一覽
顯示 （Color）	 Lv,	x,	y、Lv,	u',	v'、Lv,	Tcp,	duv、X,	Y,	Z、Lv,	λd,	Pe的數值、色度圖與趨勢圖
	 （JEITA）	 Flicker值（dB）的數值與趨勢圖、光譜強度的數值、圖表與波形圖
	 （FMA）	 Flicker值（%）的數值與趨勢圖

關於顯示值
•	 為提高運算精度，CA-S40會以比顯示位數還更多的位數來進行內部運算，但在四捨五入或是變換表色系的運算時，最
小顯示位數可能會和量測儀器輸出的數據產生1digit的差異。另外，圖表所標示的位置等也可能會與從顯示數值得出的
結果有所差異。

控制量測儀器	 單次量測
	 連續量測
	 間隔量測
	 	 Color及FMA
	 	 	 量測次數1～4,000次／量測間隔0～7,259秒
	 	 	 量測次數4,001～40,000次／量測間隔1～7,259秒
	 	 JEITA
	 	 	 量測次數1～4,000次／量測間隔0～7,259秒
	 量測儀器的各種設定	匯入量測儀器所儲存的資料
	 用戶校準

基準值	 將基準值寫入量測儀器

資料清單	 量測資料一覽顯示
	 編輯（刪除、複製）

外部輸出入	 以純文字檔格式、CSV格式保存、將清單複製到剪貼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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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操作流程

啟動軟體 （P�B2）

量測儀器連接 （P�B2）

結束軟體 （P�B2）

切斷量測儀器的連接

量測儀器設定
量測條件設定

用戶校準

基準值設定

（P�B10）

（P�B6、P�B14）

量測

連續量測 間隔量測 （P�B3）

（P�B6）

（P�B12）

（P�B4、P�B7）

選項設定
量測儀器選擇

若連接多台量測儀器

資料讀取 
及保存 量測資料讀取

清單、圖表保存

單次量測

零位校準

（P�B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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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量測相關注意事項

5-1� 硬體操作相關注意事項

•	 請使用USB連接量測儀器。
•	 由於高靈敏度測頭CA-VP410的受光角較廣，因此依賴面板指向的程度也較高。如欲量測指向性大的面板，請先執行任
意校準，之後不旋轉測頭，直接以校準完成的姿勢使用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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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準備～啟動

1-1� 連接並啟動

開始連接

(1)	 請將量測儀器（CA的測頭或資料處理器）連接到電腦的USB連接埠。連接兩者時，請連接到可以由連接埠供電給測
頭的USB連接埠。如果電腦畫面顯示需要安裝驅動程式的訊息，請安裝[Driver]資料夾中的驅動程式。

(2)	 請確認測頭的LED燈是否閃爍。

(3)	 點選位於[開始功能表]	–	[KONICA	MINOLTA]	–	[CA-S40]的CA-S40來啟動軟體。
•	 若只連接一台量測儀器，將顯示量測畫面。（參閱2-1-1.	畫面構成）
•	 若連接多台量測儀器，將顯示選擇量測儀器的畫面，請點選其中一種量測儀器。（參閱3-2-2.	量測儀器選擇CA	
Info.）

•	 若未連接量測儀器，將顯示錯誤畫面。
•	 軟體啟動並決定量測儀器後，量測儀器的資訊將顯示在狀態列上，而且可以透過電腦來操作。
•	 若將未執行零位校準的測頭直接連接到電腦，則軟體將自動關閉內部快門，執行零位校準。
•	 零位校準完成後，LED燈狀態將由閃爍轉為隨時亮燈。
註：	測頭是以USB匯流排電源供應的電力進行動作，需要5V/300mA的電力。電腦則建議視需求使用AC電源。此

外，不使用量測儀器時建議先切斷連接。

(4)	 請點選[Settings]按鈕，設定量測條件。

切斷連接

請結束軟體，將量測儀器與電腦分離。

連接相關注意事項

•	 當量測儀器已受到其他電腦或軟體通信控制，將無法從CA-S40進行通信控制。
請確認量測儀器並未受到其他軟體通信控制，並視需求結束其他軟體。此外，若已連接至其他電腦，請視需求只讓量測
儀器與欲操作的電腦連接。

•	 與量測儀器可正常通信的狀態下，若突然發生異常的情形時，對話方塊出現後會顯示「CA	device	not	connected	」，
請點選［OK］。請確認纜線是否確實連接。若已連接資料處理器，也請確認是否開啟資料處理器電源。確認完成後請
重新啟動CA-S40。此外，以纜線連接電腦與量測儀器後，啟動電腦作業系統（包含重新起動）時，可能發生無法動作
的情形。若遇到這種情形，請先結束CA-S40。若使用資料處理器，請關閉資料處理器的電源後再次開啟；若使用測
頭，請重新連接。最後再重新啟動CA-S40。

•	 與量測儀器連接後，若電腦轉為省電模式，通信動作可能會停止，例如連續量測等等。若遇到這種情形，請視需求改變
電腦的省電模式設定。

•	 安裝後首次啟動時，可能會出現防火牆的警告。若遇到這種情形，由於CA-S40不連接外部網路，請點選「允許存
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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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量測

2-1� 色度量測

在功能選擇列點選[Color]頁籤就會出現以下畫面，可以量測色度，並顯示於所選的表色系中。此外也能執行用戶校準及伽
瑪量測。

2-1-1� 畫面構成

(1) (2) (3) (4) (5) (6)

(8)(7) (15)

(16)

(14)

(11)

(9) (12) (13)(10)

(1)	 功能選擇
色度量測（Color）、Flicker（JEITA）、Flicker（FMA）

(2)	 量測儀器資訊
顯示所連接的量測儀器資訊。

(3)	 測頭資訊
連接資料處理器時將顯示測頭資訊，點選後即可選擇測頭。

(4)	 量測資訊
顯示同步模式、量測速度、校準模式及量測狀態。

(5)	 說明功能
開啟安裝時保存於電腦的操作手冊。

(6)	 授權資訊
開啟記載軟體名稱、版本及著作權聲明的畫面。

(7)	 個別功能（快顯視窗）
零位校準、設定、資料處理器內資料讀取、用戶校準、伽瑪量測

(8)	 量測開始	/	量測暫停、結束按鈕
(9)	 表色系選擇頁籤
(10)	 最新資料顯示

將最新資料顯示於上一項中表色系選擇頁籤所指定的表色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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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色度圖
選擇圖表區域後，
・	可使用滑鼠滾輪放大。
・	可透過拖曳來移動顯示範圍。
・	按兩下即可返回初始大小。
・	在圖表上按下右鍵就會顯示以下選單，可以將圖表複製到剪貼簿或檔案
中。

按下右鍵	 →	 to	Clipboard	 →	 Back	Color	:	Black
	 	 	 	 Back	Color	:	White
	 	 to	File	 →	 Back	Color	:	Black
	 	 	 	 Back	Color	:	White
*	執行連續量測或間隔量測時，若進行色度圖的放大/縮小操作，可能會暫
停描繪。（量測繼續）

(12)	 資料畫面顯示切換
資料清單及趨勢圖／僅資料清單／僅趨勢圖

(13)	 資料清單（在顯示切換中選擇List+Trend	Graph或List時顯示）
・	在清單上按下右鍵就會顯示以下選單，可以將項目及選擇的資料複製到剪貼簿，或是刪除選擇的量測結果。
按下右鍵	 →	 Title	to	Clipboard
	 	 to	Clipboard
	 	 Line	Clear
・	清單中的[ErrCode]表示下列狀態。
	 0：	已正常處理完畢。
	 1：	目前選擇的Memory	Channel，使用的是其他測頭所設定的用戶校準或基準值資料。
	 2：	測頭內溫度較零位校準時出現6℃以上的變化。因零位點偏移量測值產生誤差，建議進行零位校準。
	 3：	1與2同時發生。
	 4：	量測目標亮度低於本機器可量測的範圍。
	 5：	2與3同時發生。
	 6：	2與4同時發生。
	 7：	1與2與4同時發生。

(14)	 趨勢圖（在顯示切換中選擇List+Trend	Graph或Trend	Graph時顯示）
將量測值沿著時間軸標示於圖表上。
・	在圖表上按下右鍵就會顯示以下選單，可以將圖表複製到剪貼簿或檔案中。
按下右鍵	 →	 to	Clipboard	 →	 Back	Color	:	Black
	 	 	 	 Back	Color	:	White
	 →	 to	File	 →	 Back	Color	:	Black	 →	 Image	Size	:	50%
	 	 	 	 	 	 Image	Size	:	100%
	 	 	 	 	 	 Image	Size	:	150%
	 	 	 	 	 	 Image	Size	:	200%
	 	 	 	 Back	Color	:	White	 →	 Image	Size	:	50%
	 	 	 	 	 	 Image	Size	:	100%
	 	 	 	 	 	 Image	Size	:	150%
	 	 	 	 	 	 Image	Size	:	200%

(15)	 色彩顯示視窗設定
可顯示以RGB指定色彩的視窗

(16)	 資料保存及清除
點選[Save	to	CSV]即可將資料保存成檔案，點選[Clear]即可清除資料。資料將以「CSV」格式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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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量測方法
1）	 選擇量測方法。

○Single:	 單次量測
○Continuous:	 連續量測（圖表會自動捲動）
	 *	最多顯示100筆資料，從較舊者依序消失。
○Interval:	 間隔量測。以設定的時間為間隔，執行設定次數的量測。

2）	 點選	 	開始量測。

*	執行連續量測或間隔量測時，按鈕顯示文字將變為「Hold」，需要暫停、中止量測時可以點選它。

2-1-3� 資料顯示
最新的量測結果會顯示於[Current	Data]欄，並新增至資料清單及趨勢圖中。
可透過(9)的頁籤選擇顯示的表色系。

趨勢圖也會以所選的表色系顯示。
一點選左側的快顯視窗標誌就會跳出快顯視窗，可以放大顯示「Current	Data」。

2-1-4� 色彩顯示視窗
可以將透過RGB色階設定的色彩顯示於快顯視窗中，並使用量測儀器加以量測。
也可以在顯示視窗的狀態下改變RGB的設定色階。

個別設定RGB 同時設定R、G、B 顯示樣本色彩

顯示視窗

*	顯示範例



B
・
操
作
指
南

B6

2-2� 共通操作

1）	 在各量測畫面均可切換「Data	List」顯示及「Trend	Graph」顯示。

2）	 點選	 	即可依照設定開始量測。
3）	 點選[Save	to	CSV]即可將資料保存成檔案，點選[Clear]即可清除資料。

*	資料將以「CSV」格式保存。
4）	 「按下右鍵」的功能

在資料清單及圖表上按下右鍵就會顯示快顯功能表，可以將資料及圖表複製到剪貼簿中，或是執行其他動作。
＜範例＞
也可以指定欲保存的圖表的背景色彩（白/黑）及尺寸。

2-3� 個別功能

零位校準 設定 資料讀取 用戶校準 伽瑪量測

零位校準[0-CAL]
•	 一點選[0-CAL]按鈕，測頭內部的快門就會自動關閉，執行零位校準。
•	 建議在啟動後或環境溫度改變時，或是經過長時間使用，使量測儀器內部溫度改變的時候執行零位校準。

設定[Settings]
•	 顯示用來設定量測條件的快顯視窗。
•	 可以設定量測速度及經過校準的Memory	Channel。

資料讀取[Read Data]
•	 讀取資料處理器內的資料。

用戶校準[User Cal]（僅於色度量測時）
•	 顯示用戶校準的快顯視窗。（請參閱4.	用戶校準）
•	 將於顯示快顯視窗前讀取Memory	Channel（CH00～CH99）的資料。

伽瑪量測[Gamma]（僅於色度量測時）
•	 顯示伽瑪量測用的快顯視窗。（請參閱2-3-1.	伽瑪量測）



軟
體

B7

2-3-1� 伽瑪量測（僅於色度量測時）
•	 一點選個別功能的[Gamma]按鈕，就會顯示伽瑪量測用的快顯視窗，可以量測相對於各色彩輸入色調的色彩輸出強
度。

•	 量測時需執行有關量測色彩及色調的設定。
•	 點選量測開始按鈕執行量測後，就會以圖表顯示伽瑪曲線及色度差值曲線。
•	 量測完成的色度資料會顯示於色度量測畫面，可以保存起來。

伽瑪曲線

色度差值曲線

色調設定 切換色調後的wait時間

選擇顯示的 
色彩與色差

量測開始按鈕

選擇量測色彩

在伽瑪曲線及色度差值曲線（將色調255的值設為零時，各色調的色度差值）的圖表上按下右鍵就會顯示以下選單，可以
將圖表及資料複製到剪貼簿或檔案中。

在圖表上按下右鍵	 →	 to	Clipboard	 →	 Plot	data（for	Excel）
	 	 	 	 Back	Color	:	Black
	 	 	 	 Back	Color	:	White
	 	 to	File	 →	 Plot	data（for	Excel）
	 	 	 	 Back	Color	:	Black	 →	 Image	Size	:	50%
	 	 	 	 	 	 Image	Size	:	100%
	 	 	 	 	 	 Image	Size	:	150%
	 	 	 	 	 	 Image	Size	:	200%
	 	 	 	 Back	Color	:	White	 →	 Image	Size	:	50%
	 	 	 	 	 	 Image	Size	:	100%
	 	 	 	 	 	 Image	Size	:	150%
	 	 	 	 	 	 Image	Size	: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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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Flicker量測（JEITA）

在功能選擇點選[JEITA]頁籤就會出現以下畫面，設定JEITA頻率解析度，並點選[Measure]按鈕執行量測後，便會顯示JEITA
方式的Flicker量測值、頻率特性及波形。

JEITA頻率解析度

量測值（dB）

波形

頻率特性

在圖表上按下右鍵就會顯示以下選單，可以將圖表及資料複製到剪貼簿或檔案中。也可以改變Waveform圖表的刻度。
在清單及趨勢圖上按下右鍵的選單與色度量測時相同。

Power Spectrum圖表
按下右鍵	 →	 to	Clipboard	 →	 Back	Color	:	Black
	 	 	 	 Back	Color	:	White
	 	 to	File	 →	 Back	Color	:	Black	 →	 Image	Size	:	50%
	 	 	 	 	 	 Image	Size	:	100%
	 	 	 	 	 	 Image	Size	:	150%
	 	 	 	 	 	 Image	Size	:	200%
	 	 	 	 Back	Color	:	White	 →	 Image	Size	:	50%
	 	 	 	 	 	 Image	Size	:	100%
	 	 	 	 	 	 Image	Size	:	150%
	 	 	 	 	 	 Image	Size	:	200%
Waveform圖表
按下右鍵	 →	 Change	Scale
	 	 to	Clipboard	 →	 to	Excel
	 	 	 	 Back	Color	:	Black
	 	 	 	 Back	Color	:	White
	 	 to	File	 →	 CSV
	 	 	 	 Back	Color	:	Black	 →	 Image	Size	:	50%
	 	 	 	 	 	 Image	Size	:	100%
	 	 	 	 	 	 Image	Size	:	150%
	 	 	 	 	 	 Image	Size	:	200%
			 	 	 	 Back	Color	:	White	 →	 Image	Size	:	50%
	 	 	 	 	 	 Image	Size	:	100%
	 	 	 	 	 	 Image	Size	:	150%
	 	 	 	 	 	 Image	Size	: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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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Flicker量測（FMA）

在功能選擇列點選[FMA]頁籤就會出現以下畫面，點選[Measure]按鈕執行量測後，便會顯示FMA方式的Flicker量測值。

量測值（%）

在清單及圖表上按下右鍵即可將圖表及資料複製到剪貼簿或檔案中。
按下右鍵的選單與色度量測時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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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條件設定
一點選個別功能的[Settings]按鈕，就會出現下圖的快顯視窗畫面，可以設定量測條件及選項項目。

3-1� 量測條件設定＜Setting＞頁籤

量測模式

Memory 
Channel資訊

3-1-1� 量測模式設定[Mode頁籤 - Mode Settings]
	Sync	Mode	 ：	 	選擇同步量測的模式。（NTSC/PAL/UNIV/INT/EXT/MANUAL）
量測同步
模式 模式說明 量測時間

（取樣時間） 垂直掃描頻率 垂直同步信號
輸入

NTSC 量測NTSC方式顯示器的模式 33.3	ms 59.94	Hz 不需要

PAL 量測PAL方式、SECAM方式顯示器的模式 40.0	ms 50	Hz 不需要

EXT 輸入顯示器的垂直同步信號，一面與該信號
同步一面量測的模式 （一垂直掃描期間）×2 0.50〜240.00	Hz

（FMA時0.50〜130.00	Hz） 需要

UNIV.
用於顯示器的垂直掃描頻率不明，或無法輸
入垂直同步信號等場合，能量測所有顯示器
的模式

100	ms — 不需要

INT 若已知顯示器的垂直同步信號，可進行設定
並用來量測。 （一垂直掃描期間）×2

可設定
0.50〜240.00	Hz
（FMA時0.50〜130.00	Hz）

不需要

MANUAL 指定積分時間的模式
可設定
4.0〜4000.0	ms
（FMA時7.7〜4000.0	ms）

— 不需要

＜Settings＞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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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asurement	Speed	 ：	 	選擇量測速度。（SLOW/FAST/LTD.AUTO/AUTO）
•	 若選擇FAST，雖然量測時間短，但在量測低亮度時可能影響重複性。
•	 若選擇SLOW，軟體將多次反覆執行FAST的量測，能以高重複性量測。
•	 若選擇AUTO，軟體將視亮度自動切換SLOW/FAST／加長積分時間設定。
•	 若選擇LTD.AUTO，軟體將會視亮度自動切換SLOW/FAST。
註：	第一次量測，或是量測目標的亮度與上一次量測不同的時候，可能會發生切換範圍的動作，使量測時間變長。

	Averaging	Times	 ：	 	可設定得到一次量測值所需的平均化次數。（1〜20次）

3-1-2� 校準Channel選擇[Mode頁籤 - Memory Info�]
	CH	ID	 ：	 	選擇經過校準的Memory	Channel。使用所選的Memory	Channel校準係數來校正量測

值。若不校正，則選擇CH00。
	 	 將顯示所選的Memory	Channel中保存的基準值。

3-1-3� JEITA方式的頻率特性設定[JEITA頁籤 - Weighting Factor]

	Weighting	Factor	 ：	 指定量測JEITA方式Flicker時的頻率特性。
•	 若選擇Original，軟體將使用KONICA	MINOLTA依照人間肉眼設定的自製濾波器。
•	 若選擇User則點選[Load]按鈕，讓軟體讀取並使用用戶製作的濾波器檔案。請使用文字檔案（.txt），以Tab作間
隔，描述開始頻率、結束頻率、頻率間隔、資料數量及各增益。

文字檔案內容： 文字檔案內容範例：

<開始頻率>	<結束頻率>	<頻率間隔>	<資料數量>
<頻率>	<值>
				·	 			·
				·	 			·
				·	 			·
				·	 			·
				·	 			·

0.01	 65	 0.01	 6500
0.01	 1.0
0.02	 1.0
		・	 ・
		・	 ・
		・	 ・
65	 0.0

最後按下[OK]按鈕確定設定或按下[Cancel]按鈕取消設定，關閉快顯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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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選項設定＜Info＞頁籤

顯示設定

量測儀器資訊

3-2-1� 選擇日期顯示格式與亮度單位
Application	Settings
	Date	Format	 ：選擇日期顯示的格式。
	Luminance	Unit	 ：選擇亮度顯示單位。
如果畫面上未顯示「亮度顯示選擇」，請先關閉軟體，新增「/u」為軟體執行檔「CA-S40」的啟動選項後再重新啟動軟
體。

3-2-2� 量測儀器選擇CA Info�
若在連接多台量測儀器的狀態下啟動軟體，會先顯示這個畫面。
視窗中顯示了目前選擇的量測儀器資訊。

Device：
透過下拉式功能表，從連接於電腦的量測儀器之中選擇欲使用的儀器。
視窗中顯示了目前選擇的量測儀器資訊（韌體的版本及序號）。

若選擇資料處理器為欲使用的量測儀器，還需要在右側的Probe欄選擇連接於資料處理器的測頭。
視窗中顯示了目前選擇的測頭資訊（韌體的版本及序號）。

	Type	 ：顯示連接的量測儀器類型。
	Version	 ：顯示所選的量測儀器韌體版本。
	Serial	No.	 ：顯示所選的量測儀器序號。

最後按下[OK]按鈕確定設定或按下[Cancel]按鈕取消設定，關閉快顯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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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指令通信＜Command＞頁籤

可以在用戶自行開發軟體時確認通信指令的動作。
通信指令的規格書可由以下產品支援頁面下載。
https://www.konicaminolta.com/instruments/download/

	Command	 ：填入傳送指令，再按下[Send]按鈕傳送給量測儀器。
	Return	 ：顯示量測儀器傳回的接收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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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用戶校準

4-1� 關於用戶校準＜用戶校準＞頁籤

•	 所謂用戶校準，是指在量測任意顏色後，透過將校準值設定至測頭，而可將用戶自己的校正係數設定至測頭的Memory	
Channel中。設定完成後，每次進行量測時均能顯示、輸出以此校正係數校正過後的數值。

•	 用戶校準能進行單點校準和RGB+W的矩陣校準。
•	 用戶校準可在不同Memory	Channel分別進行。（CH00除外）
•	 CH00是根據KONICA	MINOLTA的校準基準來校準，因此無法進行用戶校準。
•	 進行用戶校準後，便可根據指引的校正係數進行下列校正並量測。
・	校正由測頭光接收元件的光譜響應偏移產生的指示值的差
・	在使用多台測頭時，校正測頭間指示值的差

4-2� 用戶校準步驟

•	 在色度量測畫面點選[User	Cal]按鈕，就會顯示用戶校準的快顯視窗。
•	 將於顯示快顯視窗前從測頭讀取Memory	Channel（CH00～CH99）的資料。
•	 將顯示Memory	Channel的資料，包含ID、基準測頭、校準測頭、校準模式、Lv,x,y、校準日期時間、註釋。
•	 軟體會將用戶校準係數寫入指定的Memory	Channel。既有的係數會被覆寫。
•	 軟體會將使用的目標值視為基準值，寫入Memory	Channel。既有的基準值資料會被覆寫。
•	 建議在校準之前點選[0-CAL]按鈕，執行零位校準。

執行校準校準後數值校準前數值

作業選擇頁籤 Memory Channel的資料 Channel選擇

校準模式 量測按鈕

4-2-1� 用戶校準（矩陣校準）
(1)	 選擇「作業選擇頁籤」中的[Calibration]頁籤。
(2)	 選擇欲校準的Memory	Channel。（CH01～CH99）

・	點選「Memory	Channel的資料」。
(3)	 選擇[RGB+W	Matrix]作為「校準模式」。針對Red、Green、Blue、White重複執行以下(4)～(6)的步驟。

・	在(4)～(6)的操作中，Red、Green、Blue、White無特定的進行順序。以量測Red並輸入目標值的狀況為例進行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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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量測Red時，只要點選[Measured	Value]欄Red右邊的量測按鈕，就會出現量測Red用的色彩顯示視窗。

(5)	 將色彩顯示視窗對準量測儀器的位置，點選彈出的[OK]，Red的Measured	Value欄即會顯示量測值。量測結束後點
選色彩顯示視窗的[Close]按鈕，關閉色彩顯示視窗。

(6)	 將希望校正後顯示的目標值輸入[Calibration	Value]欄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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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完成Red、Green、Blue、White的所有量測以及目標值輸入後，點選[Apply]按鈕，完成矩陣校準。
・	如欲中止校準，則點選[Close]。如果不點選[Apply]按鈕就不會改變數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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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白色校準（單點校準）
(1)	 選擇「作業選擇頁籤」中的[Calibration]頁籤。
(2)	 選擇欲校準的Memory	Channel。（CH01～CH99）

・	點選「Memory	Channel的資料」。
(3)	 選擇[Single-Point]作為「校準模式」。
(4)	 點選[Measured	Value]欄White右邊的量測按鈕量測來取得。
(5)	 將希望校正後顯示的目標值輸入[Calibration	Value]欄內。
(6)	 點選[Apply]即可完成校準。

・	如欲中止校準，則點選[Close]。如果不點選[Apply]按鈕就不會改變數值。

4-2-3� ID設定
可針對Memory	Channel賦予[ID]及[Comment]，讓使用者更容易辨別。
(1)	 選擇「作業選擇頁籤」中的[Set	ID]頁籤。
(2)	 選擇Memory	Channel。（CH00～CH99）

・	點選「Memory	Channel的資料」。
(3)	 在ID文字方塊中輸入ID。也可以在Comment文字方塊中輸入註釋。

・	可以輸入英數字元，ID最多10個字，Comment最多50個字。
(4)	 點選[Apply]。如果不點選[Apply]按鈕就不會改變數值。
(5)	 輸入的ID/Comment設定完成。

確定

作業選擇頁籤 Memory Channel的資料 Channel選擇

輸入註釋輸入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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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戶校準相關注意事項〉
	校正係數為各量測模式（Lv	xy、Lv	u'	v'、Lv	Tcp	duv、XYZ、Lvλd	Pe）共通使用。
	用戶校準無法在Channel	CH00中進行。
（CH00是根據KONICA	MINOLTA的校準基準量測用的Channel。）

	若在已設定過的Channel進行矩陣校準，將會消除前一次的設定值。
			若在單點校準過的Channel中進行矩陣校準，將會消除前一次單點校準時的校正係數，重新設定為矩陣校準後的校正係
數。

	軟體會將使用的目標值視為基準值，寫入Memory	Channel。既有的基準值資料會被覆寫。

4-3� 校準係數指定＜Settings＞視窗

用戶使用自己的校正係數量測時，需指定欲使用的Memory	 Channel校正係數。若不進行校正，欲使用KONICA	
MINOLTA基準來量測，請指定CH00。

4-3-1� 選擇經過校準的Memory Channel
(1)	 一點選[Settings]按鈕，就會出現下圖的快顯視窗畫面，可以設定量測條件及選項項目。
(2)	 在[Setting]頁籤中的[Memory	Info.]的[CH	ID:]選擇經過校準的Memory	Channel。

Memory	Channel中儲存的基準值會顯示於下方的窗格內，可進行確認。
(3)	 如果點選[OK]按鈕，就會確定使用校準係數的Memory	Channel，並關閉快顯視窗。

如果點選[Cancel]按鈕，就會關閉快顯視窗，不確定校準Chann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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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基準值設定
執行用戶校準時使用的目標值會被寫入Memory	Channel，成為基準值。如欲為色差評估（本功能可藉由資料處理器使
用）另外設定基準值，可以透過「基準值設定」針對Memory	Channel設定基準值。雖然既有的基準值會被覆寫，但是已
設定的校準係數不會改變。
如果不希望執行用戶校準時的目標值消失，建議設定為未執行過用戶校準的其他Channel。
•	 在色度量測畫面點選[User	Cal]按鈕，就會顯示用戶校準的快顯視窗。
•	 將於顯示快顯視窗前讀取Memory	Channel（CH00～CH99）的資料。
•	 將顯示Memory	Channel的資料，包含ID、基準測頭、校準測頭、校準模式、Lv,x,y、校準日期時間、註釋。

5-1� 基準值設定

執行設定

作業選擇頁籤 Memory Channel的資料 Channel選擇

校準模式 量測按鈕

（1） 基準值設定
(1)	 選擇「作業選擇頁籤」中的[Set	Target]頁籤。
(2)	 選擇已設定基準值的Memory	Channel。（CH01～CH99）

・	點選「Memory	Channel的資料」，或透過「Channel選擇」的下拉式功能表選擇。
(3)	 將基準值的數值輸入至[Measured	Value]欄內，或點選右邊的量測按鈕量測來取得。量測過後也可以改寫數值。建

議在量測之前點選[0-CAL]按鈕，執行零位校準。
(4)	 點選[Apply]即可完成基準值設定。如果不點選[Apply]按鈕就不會改變數值。

（2） ID設定
ID設定及註釋輸入的步驟與用戶校準相同。請參閱P.B17的4-2-3的ID設定方法。（[ID]的設定是針對Memory	Channel執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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錯誤訊息：未正常動作，請立即遵從指示操作。
訊息 內容

--failed	to	write	or	read	on	memory
--reconnect	the	probe

測頭內部記憶體發生異常。若重新連接後狀況仍未改善，可能是故障，必
須聯絡授權的維修中心。

--System	error
--restart	and	application	and	a	device

測頭內部的程式或SDK內部的程式動作異常。若重新啟動後狀況仍未改
善，可能是故障，必須聯絡授權的維修中心。

--SDK	has	problem
--restart	SDK

SDK內部的程式動作異常。若重新啟動後狀況仍未改善，可能是故障，必
須聯絡授權的維修中心。

Unknown	error. 從SDK傳回了不明的錯誤碼。可能是版本不一致，建議重新安裝。

Cannot	calibrate	selected	channel. 無法對所選的CH執行校準。若該CH並非CH00，可能是該CH已受到固
定，請聯絡授權的維修中心。

Cannot	set	target	on	
selected	channel.

無法對所選的CH執行基準值設定。可能是該CH已受到固定，請聯絡授權
的維修中心。

注意 ：設定或操作不正確。
訊息 內容

Cannot	open	the	manual
Make	sure	that	a	PDF	reader	is		
installed	and	it	is	set	as	the	default	app	
for	PDFs.

無法開啟用來顯示手冊的PDF閱讀軟體。
必須確認有無安裝PDF閱讀軟體，以及是否將其設定為預設使用的軟體。

Cannot	find	the	manual
Please	check	your	app	installation.

找不到手冊。檔案可能已經被移動到正確資料夾以外的路徑，請重新安裝
CA-S40。

Failed	to	connect	to	selected	probe.
Please	check	probe	connection.

若連接資料處理器時未能成功連接測頭就會出現本訊息。請確認測頭連接
情形，在重新啟動應用程式後再次連接。

CA	device	not	connected.
Please	connect	device.

啟動應用程式時未連接測頭／本體就會出現本訊息。請確認連接情形，並
重新啟動應用程式。

[Max]	is	invalid.
Please	set	it	to	[Min]	-	99999.0.

JEITA畫面Waveform圖表的縱軸刻度手動設定不完整。
最大值的設定必須大於最小值，且小於或等於99999.0。

[Min]	is	invalid.
Please	set	it	to	-5	-	[Max].

JEITA畫面Waveform圖表的縱軸刻度手動設定不完整。
最小值的設定必須小於最大值，且大於或等於-5.0。

[Max]	and	[Min]	cannot	be	the	same. 無法將最大值及最小值設定為相同數值。

Failed	to	re-connect	to	device.
Please	disconnect	and	connect	the		
device	again.

重新連接裝置失敗。需要再次連接。

Failed	to	connect	to	device.
Please	check	device	connection.

連接裝置失敗。請確認裝置的連接狀況。

Cannot	complete	measurement.
（ERROR:	[SDK	error	message]）

量測失敗。
請遵從錯誤訊息進行處理。

Device	connection	failed.
Please	check	selected	device.

連接裝置失敗。請確認裝置的連接狀況。

Cannot	calibrate	CH00.
Select	other	CH.

CH00無法執行校準。請指定其他CH執行校準。

[WHITE/RED/GREEN/BLUE	Lv]	has		
input	value	error.
Please	input	0.0001	to	99999.0

RGBW中有色彩的Lv輸入真值在範圍外。
請輸入0.0001到99999.0之間的數值。

[WHITE/RED/GREEN/BLUE	x]	has	input	
value	error.
Please	input	0.0001	to	0.9999.

RGBW中有色彩的x輸入真值在範圍外。
請輸入0.0001到0.9999之間的數值。

[WHITE/RED/GREEN/BLUE	y]	has	input	
value	error.
Please	input	0.0001	to	0.9999.

RGBW中有色彩的y輸入真值在範圍外。
請輸入0.0001到0.9999之間的數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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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息 內容

[WHITE/RED/GREEN/BLUE	x]	or		
[WHITE/RED/GREEN/BLUE	y]	has		
input	value	error.	Make	sure	x+y	<=	1.

RGBW中有色彩的x、y輸入真值在範圍外。
請確認x+y是否在1以下。

Invalid	memory	channel	ID.
ID	is	too	long	（Max	of	10	characters	
only）.

Memory	ID輸入字數過多。

Invalid	memory	channel	comment.
Comment	is	too	long	（Max	of	50	
characters	only）.

註釋輸入字數過多。

Loaded	file	is	invalid.
Please	select	.dat	file.

讀取的校準資料檔案不符合資料格式。

[Times]	has	input	value	error.
Please	input	a	valid	number.

已對間隔量測的量測次數輸入了數值以外的值。請只輸入數值。

[Times]	has	input	value	error.
Please	input	0	-	40000	measurements.

已對間隔量測的量測次數輸入了範圍外的值。請輸入指定範圍內的值。

[sec]	has	input	value	error.
Please	input	a	valid	number.

已對間隔量測的量測間隔時間輸入了數值以外的值。請只輸入數值。

[sec]	has	input	value	error.
Please	input	0	-	7259	sec.

間隔次數指定為1次～4000次時的量測時間間隔輸入值在範圍外。請輸入0
～7259秒內的值。

[sec]	has	input	value	error.
Please	input	1	-	7259	sec.

間隔次數指定為4001次～40000次時的量測時間間隔輸入值在範圍外。請
輸入1～7259秒內的值。

[Wait]	has	input	value	error.
Please	input	a	valid	number.

已對伽瑪量測中色調間的Wait時間輸入了數值以外的值。只能輸入數值。

[Wait]	has	input	value	error.
Please	input	0	-	36000	x	100	msec.

已對伽瑪量測中色調間的Wait時間輸入了範圍外的值。請輸入0～36000的
值。

INT	Sync	Mode	setting	is	invalid.
Please	go	to	Settings	and	set	INT
value	to	0.50	-	130.00	Hz.

所輸入的值超出FMA量測中同步模式INT的輸入範圍。請輸入0.50Hz～
130.00Hz內的值。

MANUAL	Sync	Mode	setting	is	invalid.
Please	go	to	Settings	and	set	MANUAL
value	to	7.7	-	4000.0	msec.

所輸入的值超出FMA量測中同步模式INT的輸入範圍。請輸入7.7～
4000.0	msec內的值。

[INT]	has	input	value	error.
Please	input	a	valid	number.

已對同步模式INT輸入了數值以外的值。只能輸入數值。

[INT]	has	input	value	error.
Please	input	0.50	-	240.00	Hz.

已對色彩量測的同步模式INT輸入了範圍外的值。請依照指定範圍輸入。

[INT]	has	input	value	error.
Please	input	0.50	-	130.00	Hz.

已對FMA量測的同步模式INT輸入了範圍外的值。請依照指定範圍輸入。

[MANUAL]	has	input	value	error.
Please	input	a	valid	number.

已對同步模式MANUAL輸入了數值以外的值。只能輸入數值。

[MANUAL]	has	input	value	error.
Please	input	4.0	-	4000.0	msec.

已對色彩量測的同步模式MANUAL輸入了範圍外的值。請依照指定範圍輸
入。

[MANUAL]	has	input	value	error.
Please	input	7.7	-	4000.0	msec.

已對FMA量測的同步模式MANUAL輸入了範圍外的值。請依照指定範圍輸
入。

[Averaging	Times]	has	input	value		
error.
Please	input	a	valid	number.

已對平均次數輸入了數值以外的值。只能輸入數值。

[Averaging	Times]	has	input	value		
error.
Please	input	1	-	255.

已對平均量測次數輸入了範圍外的值。請依照指定範圍輸入。

File	has	incorrect	format.
Please	input	a	valid	file.

JEITA量測用Weighting	factor資料讀取失敗。請確認檔案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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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息 內容

Cannot	get	the	saved	weighting	factor	
data.

無法取得已讀取的Flicker用重量係數資料。請再次讀取重量係數資料檔
案。

Filepath	does	not	exist.
Please	input	a	valid	path.

檔案路徑有誤。請指定正確的路徑。

User-defined	weighting	factor	data	was	
not	loaded.	The	previous	setting	will	be	
retained.	
Do	you	want	to	proceed?

由於檔案形式等有誤，因此無法讀取。請保持以前的設定或再次設定。

The	weighting	factor	setting	will	be	
reverted	to	the	previous	setting
Do	you	want	to	proceed?

回到原有的設定。

Cannot	overwrite	existing	file.
Check	that	it	is	not	in	use.

基於其他程式正在使用保存目標檔案等理由而無法保存檔案。請確認檔
案。

--no	sync_signal
--input	an	external	synchronization		
signal

外部同步模式中未輸入垂直同步信號。請確認信號來源及連接狀態。

--data	value	is	too	high
--set	a	color	within	CA's	measuring		
range

量測目標亮度超出上限。請將量測目標的亮度調整至量測範圍內，或使用
高亮度測頭。

--failed	to	calcurate	color	temp
--Retry	the	measurement

請重新量測。

--FMA	Flicker	Value	is	out	of	range 請重新量測。

指示 ：表示操作的流程。請遵從指示進行操作。
訊息 內容

Please	wait	for	a	moment. 正在執行某項作業。完成前請稍候。

Transferring	to	Datalist… 正於Continuous/Interval量測過程中將量測資料由緩衝記憶體傳送到清
單。完成前請稍候。

Please	perform	0-CAL. 需要執行零位校準時會出現本訊息。請遵從指示執行零位校準。

Continuous	measurement	in	progress.	
Please	stop	measurement	first.

若在執行Continuous量測時結束應用程式就會顯示本訊息。
請於量測停止後再進行操作。

Interval	measurement	in	progress.	
Please	stop	measurement	first.

若在執行Interval量測時結束應用程式就會顯示本訊息。
請於量測停止後再進行操作。

Closing	the	application	will	clear	all	
measurement	data.	
Do	you	want	to	proceed?

若在有量測資料的狀態下結束應用程式就會顯示本訊息。如需保存量測資
料，請先使用Save	to	CSV按鈕保存資料再結束應用程式。

Device	was	changed.	
Do	you	want	to	apply	previous	
probe	settings	to	the	new	device?

若有新的裝置連接到應用程式就會顯示本訊息。如欲套用過去的裝置設定
請按Yes，如欲使用新裝置內的設定請按No。

Start	0-CAL? 一按下零位校準按鈕就會顯示本訊息。如不實施零位校準請按No。

Please	input	a	valid	number. 若對校準真值輸入了無效的值（例如文字等）就會顯示本訊息。請輸入數
值。

Start	[WHITE/RED/GREEN/BLUE]	
measurement?

詢問是否執行校準用單色量測的提示訊息。顯示訊息期間可以改變量測用
Color	Window的位置。

Start	Target	setting? 詢問是否執行基準值設定的提示訊息。

The	work	is	processing.	
Switch	to	other	tab?

若切換至其他頁籤，正在填入的資料及量測資料將會消失。
如需切換，請在作業完成後再切換頁籤。

Delete	CH	data	from	all	probes? 針對量測資料保存CH詢問是否刪除所選CH資料的確認訊息。

Delete	all	data? 針對量測資料保存CH詢問是否刪除所有資料的確認訊息。

Overwrite	[file	name]? 針對量測資料保存CH詢問是否覆蓋檔案的確認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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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息 內容

Executing	continuous	measurement	
will	clear	previous	measurement	data.	
Do	you	want	to	proceed?

若在有量測資料的狀態下執行連續量測就會顯示本訊息。如果需要量測資
料，請先保存再執行操作。

Executing	interval	measurement	will		
clear	previous	measurement	data.	
Do	you	want	to	proceed?

若在有量測資料的狀態下執行間隔量測就會顯示本訊息。如果需要量測資
料，請先保存再執行操作。

Executing	package	measurement	will	
clear	previous	measurement	data.	
Do	you	want	to	proceed?

若在有量測資料的狀態下執行成套量測就會顯示本訊息。如果需要量測資
料，請先保存再執行操作。

Executing	Gamma	measurement	will		
clear	previous	measurement	data.	
Do	you	want	to	proceed?

若在有量測資料的狀態下執行伽瑪量測就會顯示本訊息。如果需要量測資
料，請先保存再執行操作。

Executing	measurement	will	clear		
gamma	measurement	data.	
Do	you	want	to	proceed?

若在有伽瑪量測資料的狀態下執行其他量測就會顯示本訊息。如果需要量
測資料，請先保存再執行操作。

Entering	gamma	measurement	mode		
will	clear	previous	measurement	data.	
Do	you	want	to	proceed?

若在有量測資料的狀態下開啟伽瑪量測Window就會顯示本訊息。如果需
要量測資料，請先保存再執行操作。

Closing	the	window	will	clear	
Gamma	measurement	data	and	graphs.	
Do	you	want	to	proceed?

若在有伽瑪量測資料的狀態下關閉伽瑪Window就會顯示本訊息。如果需
要量測資料，請先保存再執行操作。

Changing	JEITA	sampling	condition	will	
clear	previous	JEITA	measurement		
data.	
Do	you	want	to	proceed?

若在有JEITA量測資料的狀態下改變JEITA取樣條件就會顯示本訊息。如果
需要量測資料，請先保存再執行操作。

Data	are	over	capacity.	
Max	capacity	=	40000

超過最大量測數量時就會顯示本訊息。
請先保存資料再清除它。

Delete	data? 刪除清單資料時就會顯示本訊息。如果需要資料，請先保存再執行刪除。

Start	Gamma	Measurement?	
Tone	:	[User	specified	tone]	
Wait	Time	:	[User	specified	time]	msec

是否開始伽瑪量測？
色調：[用戶指定色調]
待機時間：[用戶指定時間]	msec

The	device	was	changed.	
Do	you	want	to	apply	current	settings	
to	the	new	device?

可以將先前連接的裝置的設定套用在新連接的裝置上。

Please	specify	image	format 請指定圖像格式。

Cannot	save	current	data	in	file	** 無法保存量測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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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 ：通知您已更新的資訊。
訊息 內容

New	CA	device	is	connected. 切斷USB的連接後又連接其他裝置，或是從Settings畫面切換到其他裝置時
會出現本訊息。

New	probe	is	connected. 若連接資料處理器時選擇了其他測頭就會出現本訊息。

Another	PC	Software	for	Color		
Analyzer	instance	is	already	running.

重複執行軟體時會出現本訊息。本軟體禁止重複執行。

Re-connection	to	device	in	progress… 正在重新連接裝置。請繼續等候，不要拔下USB。

0-CAL	in	progress.	.	. 零位校準執行中。

Measurement	is	cancelled. 已取消量測。

RGB+W	Matrix	is	successfully	applied. 已成功執行RGB+W矩陣校準。

Single-point	is	successfully	applied. 已成功執行單點校準。

Set	Target	is	successfully	applied. 已成功設定色差基準值。

ID	and	Comment	are	successfully		
applied.

已成功設定ID／註釋。

Calibration	measurement	failed. 校準用量測失敗。

Target	measurement	failed. 基準值設定用量測失敗。

Read	data	in	progress.	.	. 正在讀取本體資料。

Saving	data	for	Log	No.	[No.]… 正在保存記錄檔資料。

No	data	selected. 未選擇資料。

No	available	data. 無可操作的資料。

Cannot	delete	measurement	data. 無法刪除量測資料。

No	data	to	save. 無可保存的資料

Gamma	measurement	cancelled. 已取消伽瑪量測。

Interval	measurement	in	progress… 正在執行間隔量測。

Package	measurement	in	progress… 正在執行成套量測。

JEITA	flicker	measurement	in	progress	
…

正在執行JEITA量測。

Reading	memory… 正在讀取記憶體。

Please	check	the	boxes	corresponding		
to	the	colors	to	be	measured.

未選擇量測色彩。請透過核取方塊選擇量測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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