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色彩管理软件
SpectraMagic™ DX

版本1.2

CS  使用说明书

使用本软件前， 
请认真阅读本手册。



本手册中使用的应用软件的正式指定用语

（本手册中的名称）（正式名称）

Windows、Windows 7 Microsoft® Windows® 7 Professional 操作系统

Windows、Windows 8.1 Microsoft® Windows® 8.1 Pro 操作系统

Windows、Windows 10 Microsoft® Windows® 10 Pro 操作系统

商标
• “Microsoft”、“Windows”、“Windows 7”、“Windows 8.1”和“Windows 10”

是微软公司在美国和其他国家的注册商标。
• “Intel”和“Pentium”是英特尔公司在美国和其他国家的注册商标。  

本手册中涉及的其它公司名称和产品名称是各自公司的注册商标或商标。

有关本手册的注意事项
• 未经KONICA MINOLTA的允许，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翻印本手册。
• 本手册中的内容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 我们已尽全力确保本手册内容准确无误。如有任何疑问或意见，或发现错误或有遗漏部

分，请与当地销售商联系。
• KONICA MINOLTA对不按照本手册中的说明执行造成的后果概不负责。
• 本手册中的屏幕截图均为示例，可能会与实际屏幕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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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注意事项
在使用 SpectraMagic DX 软件前，建议您通读本手册以及计算机和仪器的使用说明
书。

软件许可协议
SpectraMagic DX 软件的许可协议条款将在安装过程中的屏幕显示的软件许可协议对话框中
提供。只有在您同意此协议条款的情况下才可以安装本软件。

使用注意事项
• SpectraMagic DX 应用软件需在 Windows 7、Windows 8.1 或 Windows 10 操作系统

下使用。请注意，这些操作系统不包括在本软件中。在安装本软件前，计算机必须安装其
中一种操作系统。

USB 设备注意事项（闪存、软件锁）
• 将 USB 设备插入计算机前，请确保插入方向正确。请勿用力插入。
• 请勿触碰 USB 闪存盘的接点。
• 在使用完 USB 设备后，将其放回包装盒中并保存在安全处。
• 避免将 USB 设备暴露于温度急剧变化和有结露的地方。
• 避免将 USB 设备放在暴露于直射阳光下或靠近热源高温的地方。
• 请勿掉落 USB 设备或使其受到强烈冲击。
• 保持 USB 设备远离水、酒精、涂料稀释剂和其他此类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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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概要

1.1 说明
SpectraMagic DX 软件是为了将诸如 CM‑25cG 等仪器连接至计算机以实现测量和以图解显
示试样数据及多种其他的操作而设计的色彩管理软件。

• 有关系统要求信息，请参见第 第 236 页。
• 有关每个版本中的功能信息，请参见第 第 237 页。

应尽力确保正确操作本软件。但是，如有任何疑问或意见，请与最近的经 KONICA MINOLTA
授权维修机构联系。

1.1.1 数据存储
SpectraMagic DX 使用文档数据库结构存储所有测量数据。

文档：

文档包含 SpectraMagic DX 屏幕中显示的标样和/或试样测量数据集以及与这些数据相关的各
种设置等。

文件夹：

为方便管理文档，可将文档组织成文件夹。一个文件夹可包含许多文档。

数据库：

数据库包含许多文档。在安装 SpectraMagic DX 时，已创建默认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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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操作流程
启动 SpectraMagic DX 软件。 （第 28 页）

将仪器连接至计算机。 （第 29 页）

校准 

零位校准

白板校准

光泽度校准*

（第 40 页）

* 仅 CM‑25cG

执行绝对值测量
（第 102 页）

执行色差测量
指定标样数据（第 71 页）。

测量标样数据。

手动输入数据。

从仪器上读取数据。

从列表选项中选择标样数据。

容差设置 仪器数据交换

将标样数据写入仪器。（第 160 页）

从仪器上读取试样数据。（第 111 页）

（第 93 页）

测量
（第 102 页）

判断通过/失败
（第 100 页）

数据管理（第 112 页‑第 148 页）

显示 保存 打印

断开仪器。 （第 29 页）

退出 SpectraMagic DX 软件。

阴影部分表示仅在连接了仪器并且软件许可证有效情况下（以电子方式或通过使用连接到计算
机的软件锁）才可用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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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屏幕配置
SpectraMagic DX 屏幕如下所示。

面板区域包含三个可通过单击所需面板选项卡来选择的面板：
数据面板： 

SpectraMagic DX 的主面板。在数据面板上可执行大多数操作，如进行测量、查看测量
数据并创建测量数据报告等。相关详情，请参见下页。

诊断面板： 
通过此面板可以利用 SpectraMagic DX 的诊断功能（参见 第 209 页）来检查并跟踪
仪器性能。

新信息面板：
此面板提供软件更新通知等。单击此页上的链接以获取最新信息。

1.3.1 主程序工具栏
除正常窗口最小化 (  )、重置 (  )/最大化 (  ) 和退出 (  )按钮外，标题栏右端的主程序

工具栏包括以下按钮。

打开应用程序设置对话框。参见第 171 页。

打开菜单以打开 SpectraMagic DX 使用说明书（本文件）或“精确颜色通讯”教程。

面板区域 主程序工具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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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数据面板
数据面板是 SpectraMagic DX 的主面板，在此面板上可进行测量，以及查看和利用测量数
据。数据面板包含数据面板菜单工具栏、显示仪器状态和操作的仪器窗口（只有连接仪器时才
显示）和文档窗口（包含测量数据、列表设置、容差和图表），并启用打印。

仪器窗口（第 16 页）
包括用于查看仪器信息的仪器信息选项卡以及用
于从仪器中复制数据的传感器同步选项卡。

数据面板菜单工具栏（第 10 页）
显示用于打开菜单或执行功能的按钮。

文档窗口（第 19 页）
根据文档设置显示文档内容，
包括测量数据。 



10

第 1 章： 概要

1.3.2.1 数据面板菜单工具栏
数据面板菜单工具栏包含用于打开菜单或执行常用功能的按钮。
• 将光标放在按钮上以显示其功能的简述。

[ 文档 � ] 打开文档菜单。参见第 11 页。

[ 连接  |�] (F5)
或

[ 断开  |�]
（Shift + F5）

连接（只有未连接仪器时才显示）：将 DX 连接到仪器。参见第 29 页。
断开（只有连接仪器时才显示）：断开已连接的仪器。参见第 29 页。
� ：打开用于设置通讯设置的通讯设置对话框。参见第 31 页。

[ 校准 ] (F2) 执行仪器校准。参见第 41 页。
[ 标样测量 ] (F3) 进行标样测量。参见第 73 页。

[ 试样测量 ] (F4) 进行试样测量。参见第 103 页。

[ 仪器 � ] 打开仪器菜单。参见第 13 页。
[ 数据 � ] 打开数据菜单。参见第 14 页。

 � 
或

 � 
或

 �

单击当前设置按钮打开下拉列表以选择文档窗口排列：
 将文档窗口显示为选项卡。

 平铺文档窗口。

 层叠文档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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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2 文档菜单
通过单击数据面板菜单工具栏中的 [ 文档 � ] 可打开文档菜单。

新建 创建新文档。参见第 53 页。

从数据库打
开...

打开数据库视图对话框以打开已有文档（参见第 53 页）或执行各种数据
库操作，如创建文件夹或者重命名或删除文档（参见第 141 页）。

保存到数据
库...

以当前名称将已有文档保存到数据库。参见第 139 页。

另存为... 打开数据库视图对话框，以新的名称将已有文档保存到数据库（参见
第 139 页）或执行各种数据库操作，如创建文件夹或重命名或删除文档
（参见第 141 页）。

打印... 打印 Canvas 窗格。参见第 146 页。
页面设置... 打开页面设置对话框以设置打印纸张尺寸和页边距。参见第 145 页。

标样搜索... 打开标样搜索对话框以搜索满足指定条件的整个标样数据库。然后可以将找
到的标样添加到当前文档中。参见第 88 页。

串行打印机设
置...

打开串行打印机设置对话框以设置串行打印机功能。参见第 148 页。

导出到文件... 打开对话框，将当前选定的文档导出到 SpectraMagic DX *.mesx 测量数据
导出文件中，或将当前屏幕布局（列表选项、Canvas 布局等）导出到 
SpectraMagic DX *.mtpx 模板文件中。参见第 150 页。

从文件导入... 打开对话框以导入 SpectraMagic DX *.mesx 测量数据导出文件、
SpectraMagic DX *.mtpx 模板文件、SpectraMagic NX *.mes 测量数据文
件、SpectraMagic NX *.mtp 模板文件或者 *.txt 或 *.csv 文本文件。参见
第 150 页。
• 只有 SpectraMagic DX 专业版本才支持 *.txt 和 *.csv 文本文件导入。

应用程序设
置...

打开应用程序设置对话框。参见第 171 页。

退出 从 SpectraMagic DX 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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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3 编辑菜单
通过单击数据面板菜单工具栏中的 [编辑 �] 可打开编辑菜单。

剪切 剪切所选标样和试样。参见第 120 页。
复制 复制所选标样和试样。参见第 120 页。
粘贴 粘贴之前剪切或复制的标样和试样。参见第 120 页。

删除 删除所选标样和试样。参见第 121 页。

搜索 打开搜索对话框。参见第 125 页。

全选 选择数据网格中的所有标样和试样。
全部取消选择 取消选择数据网格中的所有标样和试样。

编辑 Canvas 启用/禁用 Canvas 编辑。

屏幕设置 打开屏幕设置对话框。参见第 11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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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4 仪器菜单
通过单击数据面板菜单工具栏中的 [ 仪器 �] 可打开仪器菜单。

仪器设置... 打开仪器设置对话框。参见第 34 页。

校准...(F2) 执行仪器校准。参见第 41 页。

UV 调整... 打开 UV 调整对话框。参见第 45 页。

标样测量(F3) 进行标样测量。参见第 73 页。

试样测量(F4) 进行试样测量。参见第 103 页。

测量选项... 打开测量选项对话框。参见第 66 页。

平均测量
标样... 打开标样平均测量对话框并开始手动标样平均测量过程。参见

第 78 页。

试样... 打开试样平均测量对话框并开始手动试样平均测量过程。参见
第 108 页。

选项... 打开平均测量：选项对话框，用于指定手动执行平均测量的选
项。参见第 80 页或第 110 页。

遥控测量
• 无法同时启用标样和试样遥控测量。启用一项将自动禁用另一项。 

标样(F6) 使用仪器的测量按钮启用/禁用标样遥控测量。参见第 75 页。

试样(F7) 使用仪器的测量按钮启用/禁用试样遥控测量。参见第 104 页。

遥控测量选项... （仅用于 CM‑700d/CM‑600d）打开对话框以设置遥控测量选
项。参见第 166 页。

读/写
读取样品... 打开读取试样数据对话框，将试样数据从仪器内存中读入当前文

档。参见第 111 页。 

读取标样... 打开读取标样数据对话框，将标样数据从仪器内存中读入当前文
档。参见第 87 页。 

写入标样... 打开写入标样对话框，将当前选定的标样数据从当前文档中写入
仪器内存。参见第 160 页。

清除存储数据 从仪器内存中清除试样数据。参见第 163 页。

校准设置
白板校准设置 打开白板校准设置对话框以将白板校准数据写入仪器。参见

第 43 页。

用户校准设置... 打开用户校准设置对话框以将用户校准数据写入仪器。参见
第 4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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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机配置... 打开单机配置对话框，用于设定单独操作仪器（不使用软件）时
所使用的仪器设置。参见第 164 页。

1.3.2.5 数据菜单
通过单击数据面板菜单工具栏中的 [ 数据 � ] 可打开数据菜单。

全部导出 打开弹出菜单，将列表窗格中显示的所有标样和试样导出为多种文
件格式。

导出为 CSV 文件 （文件扩展名：csv）将数据导出为在 Windows 区域设置中指定
的由列表分隔符字符分隔的文本文件。

导出为 Excel 文件 （文件扩展名：xlsx）将数据导出为 Excel 文件。
导出为文本文件 （文件扩展名：txt）将数据导出为制表符分隔文本文件。
导出为 XML 文件 （文件扩展名：xml）将数据导出为 xml 文件。

导出 打开弹出菜单，将所选标样和试样导出为多种文件格式。
导出为 CSV 文件 （文件扩展名：csv）将数据导出为在 Windows 区域设置中指定

的由列表分隔符字符分隔的文本文件。
导出为 Excel 文件 （文件扩展名：xlsx）将数据导出为 Excel 文件。
导出为文本文件 （文件扩展名：txt）将数据导出为制表符分隔文本文件。
导出为 XML 文件 （文件扩展名：xml）将数据导出为 xml 文件。

工具
变更指向标样... 打开用于变更指向标样的对话框。参见第 122 页。
变更为标样 将试样变更为标样。参见第 88 页。
平均 平均所选标样或试样并添加平均值作为新标样或试样。参见

第 123 页。
工作标样 打开用于将所选试样设置为主标样下的工作标样的对话框。参见

第 90 页。

容差设置... 打开数据设置对话框，容差设置作为所选类别，以设置当前标样
的容差。参见第 96 页。

写入标样... 打开写入标样对话框，将当前选定的标样数据从当前文档中写入
仪器内存。参见第 160 页。

观察角以及光源... 打开观察角以及光源对话框以设置观察角以及光源设置。参见
第 54 页。

列表选项... 打开数据设置对话框，列表选项作为所选类别，以设置在列表窗
格中显示的选项。参见第 56 页。

小数位... 打开列表小数位设置对话框以设置用于每个列表选项的小数位
数。参见第 65 页。

判断格式... 打开判断格式对话框以设置判断结果的显示方式。参见第 100 页。

标样选择模式... 打开标样选择模式对话框以选择如何选择标样（手动选择或根据
设置条件自动选择）。参见第 9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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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标样
输入光谱标样... 打开输入光谱标样对话框以设置标样光谱数据。参见第 81 页。
输入色度标样值... 打开输入色度标样值对话框以设置标样色度数据。参见第 84 页。

默认容差设置... 打开数据设置对话框，默认容差设置作为所选类别，以设置默认
容差。参见第 93 页。

自动命名... 打开自动命名对话框以设置自动使用的标样和试样名称。参见
第 67 页。

辅助数据信息... 打开数据信息对话框以设置辅助数据信息。参见第 69 页。

群组设置... 打开群组设置对话框，将标样和试样数据组织成群组。参见
第 134 页。

数据特性... 打开数据特性对话框以设置并查看数据特性。参见第 13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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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仪器窗口
仪器窗口显示有关已连接仪器的信息并允许执行与仪器相关的操作。它包含下列两个选项卡。

1.3.3.1 仪器信息选项卡
仪器信息选项卡显示有关已连接仪器的各种信息。
状态区域 当前仪器状态及是否准备进行测量。  
最后校准 有关校准步骤，请参见 第 40 页。
测量选项 有关测量选项对话框，请参见 第 66 页。
仪器设置 有关仪器设置对话框，请参见 第 34 页。
关于仪器 序列号和固件版本信息（不可更改）

• 要折叠某一部分，单击该部分名称旁边的 q。要展开已折叠的部分，单击该部分名称旁边
的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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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2 传感器同步选项卡
传感器同步选项卡仅针对配有内部内存的仪器显示。此选项卡用于将存储于仪器内存中的标样
和试样数据读入 SpectraMagic DX，并将标样数据写入仪器内存中。 
• 有关从仪器上读取标样数据的信息，请参见 第 87 页。
• 有关从仪器上读取试样数据的信息，请参见 第 111 页。
• 有关将标样数据写入仪器的信息，请参见 第 160 页。
• 有关更多的传感器同步选项卡操作，请参见 第 157 页。

选择要显示的数据类型：
• 所有数据
• 标样
• 试样 

（链接至标样）
• 绝对值 

（未链接至标样）

输入字以按数据名称或
注释搜索数据。

读取数据时的进度条

重新读取存储在仪器
内存中的数据。

单击复选框以选择/
取消选择数据。

将选定的存储数据读入 
SpectraMagic DX。
（请参见第 157 页。） 

从仪器内存中删除选定的
存储数据。
（请参见第 163 页。）

符号含义：
 标样数据

 试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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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3 仪器窗口操作

■■ 折叠/展开仪器窗口

要将仪器窗口折叠为一侧的缩小功能区，单击仪器窗口右上角的 ||。仪器窗口将折叠为数据面
板左侧的缩小功能区，顶部显示为 |}。
要展开折叠的仪器窗口，单击已折叠仪器窗口缩小功能区顶部的 |}。仪器窗口将展开为正常宽
度。

■■ 调整仪器窗口的宽度大小

通过将光标放在窗格右侧边界上方使光标变为双头箭头，然后将边界拖到所需位置，可调整仪
器窗口的宽度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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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 文档窗口
文档窗口以不同的方式显示文档中的测量数据：在树窗格中依数据类型及链接标样以树形式显
示、在列表窗格中以数值数据列表显示，以及在 Canvas 窗格中以多种图表显示。

• 一次最多可以打开 10 个文档。

树窗格（第 20 页）
以树形式显示测量数据。

列表窗格（第 21 页）
显示试样数据。

Canvas 视图工具栏
（第 127 页）
用于将 Canvas 添加
到 Canvas 窗格中并
排列其显示方式。

C a n v a s  工 具 栏
（第 127 页）
用于将图形对象放在 
Canvas 上并进行排
列。

Canvas 窗格（第 22 页）
此窗格包含一个或多个可用于放置
图形对象的 Canvas。此窗格还用
于打印报告。

Canvas 窗格工具栏
（第 128 页）
用于打印 Canvas，
启用/禁用编辑并调
整 Canvas 放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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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1 树窗格
树窗格将测量数据组织成包括下列项目的树。在树窗格中所选的项目可确定列表窗格中显示的
测量数据。

所有数据：
将文档中的所有测量数据作为标样或试样进行分类。

标样分类：
根据链接试样数据的标样数据将试样数据划分为群组。 
绝对值数据组包含未链接至任何标样数据的数据。首次创建文档时，会自动生成一个“绝
对值数据”数据组。
注册新标样时，自动为该标样生成一个新的“标样”数据组。

由群组分类：
由群组分类：将标样及其链接的试样数据划分为标样数据所属的群组。标样最多可从属 5 
个群组。参见第 134 页。

搜索：
显示执行的搜索列表和满足各搜索条件的测量。参见第 125 页。

■■ 折叠/展开分支

要折叠树形图中的分支，单击该分支旁边的 q。

要展开已折叠的分支，单击该分支旁边的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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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2 列表窗格
列表窗格列出在树窗格中所选的数据组的测量数据。

可以选择在列表窗格中显示的测量项目（信息、值等）。 
有关列表窗格中的操作，请参见 第 11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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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3 Canvas 窗格
Canvas 窗格包含多达 10 个用于放置图形、绘图等图形对象的 Canvas。可从每个 Canvas 底
部的 Canvas 工具栏中选择图形对象。也可打印每个 Canvas。 

有关 Canvas 窗格中的操作，请参见 第 12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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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4 窗口窗格操作

■■ 调整窗格大小

通过将光标放在窗格边界上方使光标变为双头箭头，然后将边界拖到所需位置，可调整文档窗
口中的窗格大小。 

■■ 自动隐藏窗格

通过单击窗格标题栏左上方的垂直大头针图标  可将文档窗口的树窗格和列表窗格设置为自

动隐藏。大头针图标将变为水平  且窗格将自动隐藏。
自动隐藏的窗格将在文档窗口的左上角显示为图标。
列表窗格图标： 

树窗格图标：

将光标移到自动隐藏窗格图标的上方将使该窗格展开回到原来的大小和位置。 

要取消自动隐藏，单击水平大头针图标 ，使其变为垂直 。窗格将停止自动隐藏并在其
位置保持打开。

■■ 浮动窗格

通过单击窗格标题栏并将其从正常位置中拖出可使文档窗口的树窗格和列表窗格浮动并自由置
于其他窗格/窗口的前面。然后窗格将变得自由浮动，并可置于程序窗口内的任意位置。
• 浮动窗格将始终显示在主程序窗口的前面。

■■ 停靠浮动窗格

树窗格或列表窗格浮动后，通过将光标放在任意显示的停靠图标的上方可将它们停靠在文档窗
口中。光标移动经过每个固定图标时，浮动窗格在按下图示后的位置将以阴影区域显示。
分别在文档窗口顶部、侧面和底部显示的停靠图标用于将浮动窗格停靠在窗口的该边缘处。 
在窗格中心显示的十字形停靠图标用于将浮动窗格停靠在固定窗格中的各自位置。选择十字形
停靠图标的中心图标将使浮动窗格显示为固定窗格区域内的选项卡。

每个停靠图标都有两个部分。当光标位于较大部分时，释放鼠标按钮就会将窗格停靠在阴影区
域，同时会打开窗格（不会自动隐藏）。当光标位于较窄部分时，释放鼠标按钮就会将窗格停
靠在阴影区域，同时会自动隐藏窗格（只显示窗格图标）。

停靠且窗格自动隐藏
停靠且窗格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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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启动 SpectraMagic DX
• 有关 SpectraMagic DX 软件的安装信息，请参见安装指南。

1. 从 Windows 开始菜单中选择 SpectraMagic DX 图标或双击桌面上的图标。
SpectraMagic DX 将启动并显示以下启动屏幕。

2. 几秒后，启动屏幕将消失且除数据面板菜单工具栏外，SpectraMagic DX 面板区域将为空
白。

• 如果自安装以来首次启动软件，将出现对话框，询问要使用的显示语言。单击当前语
言，从出现的下拉列表中选择所需的语言，然后单击 [ 确定 ]。SpectraMagic DX 将在
所选语言下继续启动。还可在应用程序设置对话框的启动选项类别中更改显示语言。

• 如果已在应用程序设置对话框的启动选项类别的默认模板设置中设置了默认模板并启用
打开模板文件，使用该模板将打开空白文档。

• 如果将仪器连接到计算机并开启，应用程序设置对话框的启动选项类别的仪器自动连接
中启用启动时与仪器建立连接，软件将在启动时自动尝试连接到仪器。

有关启动选项的更多信息，请参见第 17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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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连接仪器
• 此步骤仅在连接了仪器并且软件许可证有效情况下（以电子方式或通过使用连接到计算机

的软件锁）才可执行。

2.2.1 连接到仪器
• 如果在应用程序设置对话框（第 171 页）的启动选项类别中启用“启动时与仪器建立连

接”，软件将在启动时自动尝试连接到仪器并在连接成功后自动检测仪器型号。 
• 当使用 Bluetooth® 通讯连接到仪器时，需要使用随 Bluetooth® 适配器一起提供的驱动

程序软件在仪器和计算机之间建立连接，然后才能连接到仪器。如需了解相关步骤，请参
见仪器和 Bluetooth® 适配器的使用说明书。

• 通过使用 USB 连接或 Bluetooth® 通讯可连接多达 4 台 CM‑700d/600d 设备。若要连接
多台 CM‑700d/600d，先按照如下所述完成第一台设备连接，然后根据第 33 页中所述
配置后续设备的通讯设置。

若要手动连接，执行下列步骤：

1. 将仪器连接到计算机。

• 有关如何将仪器连接到计算机的详情，请参见仪器的使用说明书。

2. 打开仪器电源。

• 如果是首次将仪器连接到计算机，可能会执行仪器驱动程序安装，具体取决于仪器。此
过程可能需要几分钟的时间。等到驱动程序完成安装，然后继续操作。

3. 单击数据面板菜单工具栏中的 [ 连接 |�]。SpectraMagic DX 将连接到仪器。 

连接成功后，将出现显示仪器状态的仪器窗口，且菜单工具栏按钮将变为 [ 断开 |�]。

如果连接失败，请参见 第 30 页。

2.2.2 与仪器断开连接
1. 单击数据面板菜单工具栏中的 [ 断开 |�]。SpectraMagic DX 将与仪器断开连接。

仪器窗口关闭，且菜单工具栏按钮将变为 [ 连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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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1 如果连接失败
如果不能建立连接，将出现“无法连接仪器”的信息，然后显示“通讯失败，请改变通讯设置
后重试。”的信息。单击第二个信息框中的 [ 确定 ] 后，将出现通讯设置对话框。
在通讯设置对话框中指定通讯系数。确保设置正确的 COM 端口。（有关如何检查 COM 端
口，请参见第 32 页。）然后单击 [ 确定 ] 按钮。SpectraMagic DX 将重新试图建立连
接。
如果连接再次失败，请做如下检查： 
• 如果仪器和计算机通过电缆连接，检查电缆是否牢固连接到仪器和计算机。
• 如果使用 Bluetooth® 适配器，检查其是否牢固连接且 Bluetooth® 驱动程序软件是否工

作。
• 检查仪器是否打开。
• 检查仪器是否设置为远程通讯模式。（仅分光测色计 CM‑2600d、CM‑2500d、CM‑2500c 

和 CM‑2300d）
• 如果仪器允许选择通讯设置，检查确保通讯设置对话框中指定的通讯设置与仪器指定的通

讯设置保持一致。 
检查完以上各项后，请再次单击 [ 连接 |�]。
如果连接仍然失败，拔掉连接电缆，关闭仪器，等待几秒后再打开仪器，然后重新连接电缆。
然后再次单击 [ 连接 |�] 。

2.2.2.2 当仪器由电池供电时
如果您要与仪器进行通讯，同时仪器的剩余电池电量较低，SpectraMagic DX 就可能会在等
待仪器响应时暂停操作。此时，请关闭仪器。当出现对话框并提示“仪器无响应”时，请单击 
[ 确定 ]。然后更换新电池或连接 AC 适配器，接着再次单击 [ 连接 |�]。

2.2.2.3 当使用具有节电模式、待机设置或类似设置的计算机时
如果 PC 与仪器连接后进入节电模式，在恢复到正常模式后有时会无法进行通讯。在这种情况
下，请首先使用 SpectraMagic DX 软件断开仪器，然后断开电缆并重新连接，接着再次单击 
[ 连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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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通讯设置
• 此步骤仅在连接了仪器并且软件许可证有效情况下（以电子方式或通过使用连接到计算机

的软件锁）才可执行。

SpectraMagic DX 通过串行端口与分光测色计进行通讯。在与仪器建立通讯前您必须指定串
行端口的操作系数。

1. 单击数据面板菜单工具栏中 [ 连接 |�] 右侧的 � 并从出现的菜单中选择通讯设置。

显示通讯设置对话框。

2. 设置通讯系数。

选择已分配给仪器的 COM 端口号。如需了解检查 COM 端口号的步骤， 
请参见 第 32 页。

3. 单击 [ 确定 ] 确认设置并关闭对话框。 

SpectraMagic DX 将使用新设置尝试连接到仪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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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1 检查 COM 端口号

Windows 7：
从 Windows 开始菜单，右击“计算机”并选择“属性”，然后选择屏幕左侧的“设备管
理器”。单击“端口（COM 和 LPT）”展开该组，将显示分配的 COM 端口号。

Windows 8.1 或 Windows 10：
指向屏幕的左下角，然后右击出现的“开始”按钮。在出现的菜单中，单击“设备管理
器”将其打开。单击“端口（COM 和 LPT）”展开该组，将显示分配的 COM 端口号。

注（所有操作系统）：
如果已连接的仪器未在“端口（COM 和 LPT）”中显示并显示为“未知设备”，通过执行
“2.2.3.2 手动更新驱动程序”中的步骤继续以上步骤。

2.2.3.2 手动更新驱动程序
如果仪器未在“端口（COM 和 LPT）”中显示并显示为“未知设备”，右击此“未知设
备”，选择“更新驱动程序”并选择安装 SpectraMagic DX 所在文件夹下的 KMMIUSB 
子文件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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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3 连接多台 CM-700d/600d 仪器
建立好第一台 CM‑700d/600d 的通讯后，可按照如下所述完成与剩余 CM‑700d/600d 仪器
的连接。

1. 单击数据面板菜单工具栏中 [ 断开 |�] 右侧的 � 并从出现的菜单中选择通讯设置。 

将显示与下面所示类似的通讯设置对话框。

2. 在该对话框中选择第二台及其他仪器的 COM 端口号。

3. 单击确定以关闭对话框并建立与仪器的连接。

连接多台仪器时：
• 仪器窗口（仪器信息和传感器同步）将仅适用于第一台连接的仪器。 
• 只有第一个连接的仪器可从工具栏和菜单进行完整操作。对于剩余仪器，仅可使用遥控测

量：标样 (第 75 页)、遥控测量：试样 (第 104 页) 和遥控测量选项（第 166 页；在
仪器显示屏上显示测量结果）。

• 为第一台仪器设置的仪器设置（镜面光成分和测量区域）将用于所有连接的仪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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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 设置仪器设置
• 此步骤仅在连接了仪器并且软件许可证有效情况下（以电子方式或通过使用连接到计算机

的软件锁）才可执行。

1. 从仪器菜单中选择仪器设置。
将出现已连接仪器的仪器设置对话框。

2. 指定仪器的设置。仅显示应用于当前已连接仪器的选项。
CM-25cG：

设置 可用选择
测量模式： 颜色&光泽度

仅颜色
仅光泽度

测量区域*： SAV(3mm)
MAV(8mm)
* 打开对话框时，测量区域将设置为在仪器上设置的测量区

域，且在此对话框中无法更改。

CM-M6：
设置 可用选择
测量模式： 反射（不可更改）

测量区域： 6mm（不可更改）

角度： as:‑15、15、25、45、75、110 (°)（不可更改）

方向： Double‑Path
Left
Left + Right 

• Left 或 Right 方向数据的性能可能低于 Double‑Path 数据的
性能。通过 Left 或 Left + Right 进行测量。方向设置只能在
平坦的表面上进行，并且应注意确保仪器完全垂直于此表面。

如果显示了仪器窗口的传感器同步选项卡并更改了方向设置，传感器同步选项卡将刷新以显
示存储在仪器中的新设置数据。根据仪器中的数据数量，此刷新可能需要几分钟的时间。

CM-700d/CM-600d： 
设置 可用选择
测量模式： 反射（不可更改）

测量区域： SAV(3mm)（仅 CM‑700d）
MAV(8mm)

• 打开对话框时，测量区域将设置为在仪器上设置的测量区域。
如果在此对话框中更改了测量区域，确保在单击 [ 确定 ] 之前
在 CM‑700d 上进行更改。

镜面光成分： SCI
SCE
SCI + S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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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透明性/雾度指数
（仅 SpectraMagic 
DX 专业版本）

（如果镜面光成分设置为 SCI + SCE 或启用测量选项对话框中的
间隔测量，则会禁用。）

（未选中）将执行正常（非不透明性）测量。

（已选中）将执行成对测量（在白色背景和黑色背景上）以启用
不透明性计算。

CM-2600d： 
设置 可用选择
测量模式： 反射（不可更改）

镜面光成分： SCI
SCE
SCI + SCE

测量区域： SAV(3mm)
MAV(8mm)

• 打开对话框时，测量区域将设置为在仪器上设置的测量区
域。如果在此对话框中更改此设置，确保在单击 [ 确定 ] 
之前在仪器上进行更改。

UV 设置 100% 完全
400nm 截断（波长在 400nm 以下时截断数据。）
UV 调整（针对 UV 对试样中荧光材料的效果调整数据。有关
执行 UV 调整，请参见第 45 页。）
100% 完全 + 400 nm 截断
（当镜面光成分设置为 SCI + SCE 时不可用。）

100% 完全 + 400nm 截断 + UV 调整
（当镜面光成分设置为 SCI + SCE 时不可用。）

UV 截断 （当 UV 设置不包括 400nm 截断时禁用）
0（无）（波长在 400nm 以下时数据设置为 0。）
截断波长数据复制 （波长在 400nm 以下时数据设置为在 
400nm 下测量的反射率值。）

不透明性/雾度指数
（仅 SpectraMagic 
DX 专业版本）

（如果镜面光成分设置为 SCI + SCE，UV 设置设置为 100% 
完全 + 400nm 截断或 100% 完全 + 400nm 截断 + UV 调
整，或者启用测量选项对话框中的间隔测量，则会禁用。）

（未选中）将执行正常（非不透明性）测量。

（已选中）将执行成对测量（在白色背景和黑色背景上）以启
用不透明性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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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M-2500d/CM-2300d： 
设置 可用选择
测量模式： 反射（不可更改）

镜面光成分： SCI
SCE
SCI + SCE

测量区域： MAV(8mm)（不可更改）

CM-2500c： 
设置 可用选择
测量模式： 反射（不可更改）

测量区域： 7mm（不可更改）

CM-3700A / CM-3700A-U / CM-3700d： 
设置 可用选择
测量模式： 反射

透射率（在 CM‑3700A‑U 上不可用；测量区域将自动固定在 
LAV(25.4mm)）

镜面光成分： SCI
SCE

测量区域： CM‑3700A‑U USAV(1*3mm)（不可更改）
CM‑3700A 
或  
CM‑3700d

SAV(3*5mm)
MAV(8mm)
LAV(25.4mm)

• 连接到仪器的目标罩应匹配或大于测量区域设置。

UV 设置 100% 完全
UV 调整（针对测量数据调整 UV 截断滤镜位置，包括 UV 对试
样 中 荧 光 材 料 的 效 果 。 有 关 执 行  U V  调 整 ， 请 参 见
第 45 页。）

UV 调整值 （当 UV 设置设为 100% 完全时禁用）
0.0 至 99.9（UV 截断筛选器的相对位置；与未被滤镜挡住的光
源中的 UV 成分量成反比）

不透明性/雾度指数
（仅 SpectraMagic 
DX 专业版本）

（如果启用测量选项对话框中的间隔测量，则会禁用。）

（未选中）将执行正常（非不透明性/非雾度）测量。

（已选中）将执行成组测量（带有白色背景和黑色背景）以启用
不透明性计算（测量模式：反射率 ）或雾度（测量模式：透射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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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M-3600A/CM-3610A： 
设置 可用选择
测量模式： 反射

透射率（测量区域将自动固定在 LAV(25.4mm)）

测量区域： SAV(4mm)
MAV(8mm)
LAV(25.4mm)
• 连接到仪器的目标罩应匹配测量区域设置。

镜面光成分： SCI
SCE
SCI + SCE

UV 设置 100% 完全
400nm 截断：波长在 400nm 以下时截断数据。
420nm 截断：波长在 420nm 以下时截断数据。

UV 调整（400nm 截断，普通）*1

UV 调整（400nm 截断，低）*1

UV 调整（420nm 截断，普通）*1

UV 调整（420nm 截断，低）*1

100% 完全 + 400nm 截断 *2

100% 完全 + 420nm 截断 *2

100% 完全 + 400nm 截断 + UV 调整（400nm 截断，普通）*1、*2

100% 完全 + 400nm 截断 + UV 调整（400nm 截断，低）*1、*2

100% 完全 + 420nm 截断 + UV 调整（420nm 截断，普通）*1、*2

100% 完全 + 420nm 截断 + UV 调整（420nm 截断，低）*1、*2

UV 截断 （当 UV 设置不包括 400nm 截断 或 420nm 截断 设置时禁
用。）
0（无）：波长在截断波长（400nm 或 420nm）以下时数据设
置为 0。
截断波长数据复制：波长在截断波长（400nm 或 420nm）以下时
数据设置为在截断波长（400nm 或 420nm）下测量的反射率值。

不透明性/雾度指数
（仅 SpectraMagic 
DX 专业版本）

（如果镜面光成分设置为 SCI + SCE，UV 设置设置为提供多个
数据的设置（例如，100% 完全 + 400nm 截断），或者启用测
量选项对话框中的间隔测量，则会禁用。）

（未选中）将执行正常（非不透明性/非雾度）测量。

（已选中）将执行成组测量（带有白色背景和黑色背景）以启用
不透明性计算（测量模式：反射率 ）或雾度（测量模式：透射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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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UV 调整：针对 UV 对试样中荧光材料的效果调整数据。  
 400nm 截断，420nm 截断：所用 UV 截断滤镜的截断波长。 
 正常：正常闪光模式。可能对某些材料产生三重效应。 
 低：多重低功耗闪光模式。用于抑制三重效应。 
 有关执行 UV 调整，请参见第 45 页。
*2 当镜面光成分设置为 SCI + SCE 时不可用。

CM-5： 
设置 可用选择
测量模式： 反射

透射率（测量区域将自动固定在 LAV(30mm)）

培养皿（针对培养皿中试样的反射率测量。） 

液 体 （ 针 对 液 体 的 透 射 率 测 量 。 测 量 区 域 将 自 动 固 定 在 
LAV(30mm)）

镜面光成分： SCI
SCE
SCI + SCE

测量区域： SAV(3mm)
MAV(8mm)（当测量模式设置为培养皿时不可用。） 
LAV(30mm)
• 连接到仪器的目标罩应匹配测量模式和测量区域设置。

不透明性/雾度指数 （如果启用测量选项对话框中的间隔测量，则会禁用。）

（未选中）将执行正常（非不透明性/非雾度）测量。

（已选中）将执行成组测量（带有白色背景和黑色背景）以启用
不透明性计算（测量模式：反射率 或培养皿 ）或雾度（测量模
式：透射率或液体）。

CR-5： 
设置 可用选择
测量模式： 反射

透射率（测量区域将自动固定在 LAV(30mm)）

培养皿（针对培养皿中试样的反射率测量。） 

液 体 （ 针 对 液 体 的 透 射 率 测 量 。 测 量 区 域 将 自 动 固 定 在 
LAV(30mm)）

镜面光成分： SCE（不可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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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区域： SAV(3mm)
MAV(8mm)（当测量模式设置为培养皿时不可用。） 
LAV(30mm)
• 连接到仪器的目标罩应匹配测量模式和测量区域设置。

不透明性/雾度指数 （如果启用测量选项对话框中的间隔测量，则会禁用。）

（未选中）将执行正常（非不透明性/非雾度）测量。

（已选中）将执行成组测量（带有白色背景和黑色背景）以启用
不透明性计算（测量模式：反射率 或培养皿 ）或雾度（测量模
式：透射率或液体）。

3. 单击 [ 确定 ] 确认设置并关闭对话框。

输入设置后，将在仪器窗口的仪器信息选项卡中显示新设置。 
• 有关仪器设置的的详情，请参见仪器说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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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校准
为确保精确测量，您必须在打开仪器后执行校准。 

■■ 反射率校准注意事项

对于反射率校准，执行零位校准和白板校准。

■■ 关于零位校准：

• 对于当关闭时也会保持零位校准结果的仪器，您无需每次打开仪器时再进行零位校准。在
这种情况下，零位校准对话框将显示 [ 忽略 ] 按钮以在校准过程中忽略零位校准。

• 使用零位校准盒（CM‑25cG、CM‑M6、CM‑3700A/CM‑3700A‑U/CM‑3700d 和  
CM‑3600A/CM‑3610A 的标准附件；CM‑700d/CM‑600d、CM‑2600d/CM‑2500d/
CM‑2300d、CM‑2500c 和 CM‑5/CR‑5 的可选附件），不受周围环境的影响，能获得可
靠的零位校准。

■■ 关于白板校准：

• 对于除 CM‑25cG、CM‑M6、CM‑700d/CM‑600d 和 CM‑5/CR‑5 之外的仪器，必须在
每次打开仪器时执行白板校准。

• 白板校准数据存储在仪器内存中。可在白板校准设置对话框中查看白板校准数据。参见
第 43 页。

• 如果获得新的白板校准板，必须在使用新板执行白板校准之前将新板的白板校准数据写入
仪器。参见第 43 页。

• 使用 CM‑5/CR‑5 时，仪器在针对反射率测量或培养皿测量执行白板校准时默认使用内部
白板校准板，因此无需在步骤 3 中对白板校准做进一步准备。

• 可对所有仪器执行用户校准（校准到由用户提供的白板校准板），CM‑M6、CM‑3700A/
CM‑3700A‑U/CM‑3700d 和 CM‑2500c 除外。要执行用户校准，需要设置用户校准板的
校准数据并启用用户校准。参见第 44 页。 

• 对于 CM‑25cG、CM‑700d/CM‑600d 和 CM‑5/CR‑5，启用用户校准时，将在步骤 3 中
执行用户校准而不是白板校准；对于其他仪器，将在白板校准到 KONICA MINOLTA白板
校准板之后执行用户校准。

■■ 透射率校准注意事项 

对于透射率校准，执行 0% 校准和 100% 校准。在这种情况下，下列步骤中的“零位校准”应
被“0% 校准”取代，而“白板校准”应被“100% 校准”取代。

重要说明： 

使用 CM‑3700A/CM‑3700d 或 CM‑3600A/CM‑3610A 时，在开始投射率校准之前，将白
板校准板置于反射试样架的适当位置中。执行透射率测量时，白板校准板的表面将用作积分球
面的一部分。使用 CM‑5/CR‑5 时，将自动使用仪器的内部白板校准板。



41

第 2 章： 操作指南

■■ 关于 100% 校准：

• 如果测量对象为固体，可自行置于透射室中，则应对空气执行 100% 校准（透射室中空无
一物）。

• 如果测量对象为玻璃槽中的液体，应使用相同类型和尺寸且装有蒸馏水的槽执行 100% 校准。

2.3.1 校准仪器
• 此步骤仅在连接了仪器并且软件许可证有效情况下（以电子方式或通过使用连接到计算机

的软件锁）才可执行。
• 以下步骤显示 CM‑25cG 对话框作为示例。对话框将因仪器而异。
• 有关准备仪器进行零位校准和白板校准（针对透射率测量的 0% 和 100% 校准）的详细信

息，请参见仪器的使用说明书。

1. 单击数据面板菜单工具栏中的 [ 校准 ] 或从仪器菜单中选择校准。

显示零位校准对话框。

2. 准备仪器进行零位校准，并单击 [ 零位校准 ] 以执行零位校准。

• 如果启用 [ 忽略 ] 并单击 [ 忽略 ] 而不是 [ 零位校准 ]，将忽略零位校准过程且显示白板
校准对话框。如状态窗口显示“需要进行零校准”为仪器状态，请勿忽略零位校准。

完成零位校准时，显示白板校准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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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准备仪器进行白板校准，并单击 [ 白板校准 ] 以执行白板校准。

• 如果设置了用户校准且仪器为 CM‑25cG、CM‑700d/CM‑600d 或 CM‑5/CR‑5，以上
对话框将显示“用户校准”而不是“白板校准”。单击 [ 用户校准 ] 以执行用户校准。

如果在测量模式设置为颜色和光泽度的情况下使用 CM‑25cG，白板校准完成后将出现光泽
度校准对话框。将仪器放在适合进行光泽度校准的位置，并单击 [ 光泽度校准 ] 以执行光泽
度校准。

如果执行用户校准且仪器为 CM‑2600d/CM‑2500d 或 CM‑3600A/CM‑3610A，将显示
用户校准对话框。准备仪器进行用户校准，并单击 [ 用户校准 ] 以执行用户校准。 

■■ 仪器信息窗格中显示的校准时间

从仪器中获取校准状态信息，并更新仪器信息选项卡中的显示以反映变化。如果未用 
SpectraMagic DX 软件校准仪器，软件可能无法确定由仪器自身进行校准的时间。因此，仪
器信息窗格显示的时间是由 SpectraMagic DX 软件执行的上次校准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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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将白板校准数据写入仪器
• 此步骤仅在连接了仪器并且软件许可证有效情况下（以电子方式或通过使用连接到计算机

的软件锁）才可执行。

用于白板校准的校准数据存储在仪器中。打算使用新的白板校准板时，需要在使用新板执行白
板校准之前将白板校准数据写入仪器。

1. 从仪器菜单中选择校准设置，然后从出现的弹出菜单中选择白板校准设置。 

将显示白板校准设置对话框，显示当前存储在仪器中的白板校准数据。

2. 要从白板校准板附带的磁盘读取新白板校准板的白板校准数据，单击 [ 读取 ]。将显示打开
对话框。浏览到白板校准数据文件的位置，并单击 [ 打开 ]。将从所选文件夹中的白板校准
文件中读取所有测量区域/镜面光成分组合的白板校准数据，且在对话框中显示的白板校准
数据将更新。 

• 确保仪器的所有白板校准数据文件均在所选文件夹中。如果找不到仪器设置组合的白板
校准数据文件，将出现错误信息。

• 无法在此对话框中直接编辑白板校准数据。

3. 要将新的校准数据写入仪器，单击 [ 确定 ]。 

• 要关闭对话框，而不写入数据，单击 [ 取消 ]。

4. 将显示确认对话框，询问是否应将白板校准数据写入仪器。单击此对话框中的 [ 确定 ] 以继
续并将白板校准数据写入仪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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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 用户校准 è
• 此步骤仅在连接了仪器并且软件许可证有效情况下（以电子方式或通过使用连接到计算机

的软件锁）才可执行。
• 本功能仅由 SpectraMagic DX 专业版本支持。

使用由 KONICA MINOLTA提供的白板校准板之外的参考标准板时，可以执行用户校准。 
要执行用户校准，需要输入用作用户校准板的参考标准板的校准数据并在用户校准设置对话框
中启用用户校准。

1. 从仪器菜单中选择校准设置，然后从出现的弹出菜单中选择用户校准设置。 

将显示用户校准设置对话框，显示当前存储在仪器中的用户校准数据。

2. 如果有校准板编号文本框，则输入校准板编号。最多可以输入 8 个字符。在校准过程中，
该编号将显示在用户校准对话框中。

3. 选择将用于写入校准数据的仪器设置（镜面光成分和测量区域）。可用仪器设置取决于仪
器。

4. 针对各波长和仪器设置组合输入用户校准数据。

• 要从之前保存的 *.ucm（用户校准数据）文件读取用户校准数据，单击 [ 打开 ] 以将打
开对话框打开，浏览到要读取的 *.ucm 文件，然后单击 [ 打开 ] 以将文件中的用户校准
数据读入对话框。 

• 要将用户校准数据保存到文件中，单击 [ 保存 ] 以打开另存为对话框，浏览到要保存校
准数据文件的位置，输入文件名，然后单击 [ 保存 ]。在用户校准设置对话框中针对所有
仪器设置组合设置的用户校准数据将保存到文件中。

5. 要启用用户校准，选择设置为用户校准模式旁边的复选框，使复选框中显示复选标记。 

• 根据具体仪器，可针对各仪器设置组合单独启用用户校准模式。在这种情况下，选择将
为其执行用户校准的各仪器设置组合旁边的复选框，使复选框中显示复选标记。

6. 设置所有用户校准数据和设置后，单击 [ 确定 ]。 

将显示确认对话框，询问是否将更改写入仪器。单击 [ 是 ] 将更改写入仪器并关闭对话框。 
• 要关闭确认对话框，而不写入数据，单击 [ 否 ]。将关闭确认对话框，且程序将返回到用

户校准设置对话框。

要关闭用户校准设置对话框，而不将更改写入仪器，单击 [ 取消 ]。将显示确认对话框。单击 
[ 是 ] 以关闭用户校准设置对话框或 [ 否 ] 以关闭确认对话框并返回到用户校准设置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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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 UV 调整 è
• 此步骤仅在下述情况下才可执行：连接了 CM‑3700A/CM‑3700d、CM‑3600A/CM‑

3610A 或 CM‑2600d，软件许可证有效（以电子方式或通过使用连接到计算机的软件
锁），并且使用 SpectraMagic DX 专业版本。

• 要执行 UV 调整，您在计算机上必须具有管理员权限，且必须使用这些权限运行 
SpectraMagic DX。

2.3.4-a 使用 CM-3700A、CM-3700A-U 或 CM-3700d 时
1. 确认仪器设置对话框中的测量模式是否设置为“反射率”且 UV 设置是否设置为“UV 调整”。

2. 从仪器菜单中选择 UV 调整...。 

将显示 UV 调整对话框。将显示镜面光成分、测量区域和 UV 设置的当前设置以供参考且
无法更改。 

3. 选择所需的调整模式。 

每种模式的说明如下所示。
模式 调整标准值
WI 单点 CIE WI (1982) 值
Tint 单点 CIE Tint (1982) 值
Ganz 和 
Griesser4、
Ganz 和 
Griesser5

测量 CIE WI (1982) 和 CIE Tint (1982) 值范围从低到高的 4 个（Ganz 
和 Griesser4）或 5 个（Ganz 和 Griesser5）UV 标准，并用于提供标
准值范围内的良好 UV 调整。 

4. 单击 [ 下一个> ]。将显示与所选调整模式相对应的对话框。参见以下各节以了解各对话框
中的操作。

有关执行 UV 调整为 WI 或 Tint，请参见第 46 页。
有关执行 UV 调整为 Ganz 和 Griesser4 或 Ganz 和 Griesser5，请参见第 4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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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a.1 调整模式：WI 或 Tint

观察角/光源：显示用于计算的观察角以及光源以供参考。
观察角：10°
光源：D65

WI（当调整模式设置为“WI”时）或 Tint（当调整模式设置为“Tint”时）
值： 输入 UV 标准的标准值。

WI：40.00 至 250.00 
Tint：‑6.00 至 6.00

容差：选择所需容差。
WI：0.20、0.30、0.50、1.00、2.00、3.00 
Tint：0.05、0.10、0.30

最新 UV 调整/滤镜位置
日期：最近 UV 调整的日期/时间。
滤镜位置：最近 UV 调整的滤镜位置。 

确认
WI  或 Tint：最近执行 UV 调整时的 WI 或 Tint 值。
差值：最近执行 UV 调整时的结果差值。

■■ 首次执行 UV 调整为 WI 或 Tint 或使用新的 UV 标准时： 

1. 设置 UV 标准的值和所需容差，并单击 [ 执行 ] 以执行 UV 调整。 

• 如果尚未执行零位和白板校准，将请求零位和白板校准。
• 由于执行 UV 调整时仪器的 UV 滤镜位置来回移动，完成 UV 调整可能需要几分钟的时间。

2. 执行初始 UV 调整后，将在新的滤镜位置执行零位和白板校准，并执行滤镜位置微调。在某
些情况下，可能需要几个周期的零位校准、白板校准和 UV 标准测量以实现最终 UV 调整。

• 如果无法成功执行 UV 调整，将出现错误信息。

3. 单击 [ 确定 ] 以关闭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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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之前使用相同的 UV 标准执行 UV 到 WI 或 Tint 调整：

如果之前使用相同的 UV 标准执行 UV 调整为 WI 或 Tint，可以使用之前的 UV 滤镜位置更快
实现可接受的 UV 调整。 

1. 单击 [ 确认 ]。仪器的 UV 滤镜将移动到用于最近 UV 调整的位置。

2. 在该 UV 滤镜位置执行零位和白板校准。

3. 在该 UV 滤镜位置测量 UV 标准。

将显示测量结果以及与之前 UV 调整结果的差值。 

4. 如果这些结果可接受，单击 [ 确定 ] 以关闭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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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a.2 调整模式：Ganz 和 Griesser4 或 Ganz 和 Griesser5

观察角/光源：显示用于计算的观察角以及光源以供参考。
观察角：10°
光源：D65

WI、Tint
1 至 4（对于 Ganz 和 Griesser4）或 1 至 5（对于 Ganz 和 Griesser5）： 按顺序输入
各 UV 标准的标准 WI 和 Tint 值，以最小 WI 值开始。

WI：40.00 至 250.00 
Tint：‑6.00 至 6.00

上次 UV 调整/确认
日期：最近 UV 调整的日期/时间。

系数
可通过单击 [ 确认 ] 显示最近执行 UV 调整时计算的各种 Ganz 和 Griesser 公式系数。

1. 分别设置 4 个（Ganz 和 Griesser4）或 5 个（Ganz 和 Griesser5）UV 标准的 WI 和 Tint 
值。应按照 WI 升序设置这些值，最小 WI 设置为 1。

2. 通过将标准设置到位并单击 [ 测量_x ] 按钮可测量各 UV 标准，其中 x 是标准数量。

• 如果尚未执行零位和白板校准，将请求零位和白板校准。
• 在测量过程中，滤镜位置将移动。每次测量可能需要几秒的时间。 

3. 测量所有 4 个（Ganz 和 Griesser4）或 5 个（Ganz 和 Griesser5）UV 标准后，单击 [ 执
行 ]。将执行 UV 调整计算并显示所得系数。

• 如果在完成所有必要标准测量之前单击了 [ 执行 ]，将显示错误信息。

4. 单击关闭以关闭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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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b 使用 CM-3600A、CM-3610A 或 CM-2600d 时
1. 确认仪器设置对话框中的测量模式是否设置为“反射率”且 UV 设置是否设置为“100% 完

全”之外的设置。

2. 从仪器菜单中选择 UV 调整...。将显示 UV 调整对话框。将显示镜面光成分、测量区域和 
UV 设置的当前设置以供参考且无法更改。 

• 要查看当前存储在仪器中的 UV 调整系数，单击 [ 查看系数 ]。

3. 选择所需的调整模式。 

可用模式取决于仪器。每种模式的说明如下所示。
模式 调整标准值
设置文件 仪器测量范围内的光谱反射率数据（10nm 间距） 
WI 单点 CIE WI (1982) 值
Tint 单点 CIE Tint (1982) 值（在 CM‑2600d 上不可用）
Tint&WI 单点 CIE Tint (1982) 和 CIE WI (1982) 值
ISO 亮度 单点 ISO 亮度值
Ganz 和 
Griesser4、
Ganz 和 
Griesser5

测量 CIE WI (1982) 和 CIE Tint (1982) 值范围从低到高的 4 个（Ganz 
和 Griesser4）或 5 个（Ganz 和 Griesser5）UV 标准，并用于提供标
准值范围内的良好 UV 调整。 

■■ 执行新的 UV 调整

1. 选择新建并单击 [ 下一个> ]。将显示与所选调整模式相对应的对话框。参见以下各节以了
解各对话框中的操作。 

有关执行 UV 调整为设置文件，请参见第 50 页。
有关执行 UV 调整为 WI、Tint、Tint&WI 或 ISO 亮度，请参见第 51 页。
有关执行 UV 调整为 Ganz 和 Griesser4 或 Ganz 和 Griesser5，请参见
第 52 页。

■■ 通过读取 UV 调整系数文件执行 UV 调整

1. 选择读取。

2. 单击 [ 浏览 ] 并浏览到之前存储的 UV 调整系数 (*krd) 文件。

• 所选 UV 调整系数文件必须适用于相同的仪器和所选调整模式。 

3. 单击 [ 下一个> ]。将显示写入系数文件对话框，显示从文件中读取的 UV 调整系数。

4. 要将 UV 调整系数写入仪器，单击 [ 写入 ]。 

写入完成后，将显示信息框。单击 [ 确定 ] 以关闭信息框，然后单击 [ 取消 ] 以关闭写入系
数文件对话框和 UV 调整对话框。
• 要返回到 UV 调整对话框并选择另一个 UV 调整系数文件，单击 [ < 返回 ]。
• 要取消 UV 调整，单击 [ 取消 ]。将同时关闭写入系数文件对话框和 UV 调整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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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b.1 调整模式：设置文件

[ 导入设置文件 ] 将打开对话框打开以将之前存储的设置文件 (*.pri) 中的数据读入设置文件
对话框。

[ 保存设置文件 ] 打开另存为对话框以将当前在设置文件对话框中输入的设置文件数据保存
到设置文件 (*.pri) 中。

SCI 选项卡、SCE 
选项卡

选择要为其输入设置文件数据的选项卡。对于镜面光：“SCI”，仅 SCI 
选项卡将处于活动状态；对于镜面光：“SCE”或“SCI + SCE”，SCI 和 
SCE 选项卡都将处于活动状态。

保存调整结果 UV 调整完成后，选中此框打开对话框以将 UV 调整结果保存到 UV 调整
系数 (*krd) 文件中。 

1. 将 UV 标准在各波长下的光谱反射率数据输入到文本框中。 

范围：0.01 至 200

2. 输入各波长下的值后，单击 [ 执行 ]。 

• 如果尚未执行零位和白板校准，将请求零位和白板校准。

3. 请求时，将 UV 标准设置到位并单击 [ 确定 ] 以执行测量。

• 如果在设置文件对话框中选中保存调整结果，UV 调整完成后将显示另存为对话框。浏
览到要将文件保存在其中的文件夹，输入所需的文件名并单击 [ 保存 ] 以保存文件。

4. UV 调整完成后，将显示信息框。单击 [ 确定 ] 以关闭信息框并返回到设置文件对话框，然
后单击 [ 取消 ] 以关闭设置文件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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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b.2 调整模式：WI、Tint、Tint&WI 或 ISO 亮度
• 调整模式：Tint 在 CM‑2600d 上不可用。

观察角/光源：显示用于计算的观察角以及光源以供参考。
观察角：10°
光源：D65

WI、Tint、ISO 亮度：
值： 输入 UV 标准的标准值。

WI：40.00 至 250.00 
Tint：‑6.00 至 6.00 
ISO 亮度：40.00 至 250.00

容差：选择所需容差。
WI：0.20、0.30、0.50、1.00、2.00、3.00 
Tint：0.05、0.10、0.30 
ISO 亮度：0.50、1.00、3.00

保存调整结果：UV 调整完成后，选中此框打开对话框以将 UV 调整结果保存到 UV 调整系
数 (*krd) 文件中。

1. 为各活动文本框设置 UV 标准的值和所需容差。 

• 仅与所选调整模式相对应的文本框将处于活动状态。 
• 对于镜面光：SCI，仅 SCI 文本框将处于活动状态；对于镜面光：SCE 或 SCI + SCE，

SCI 和 SCE 文本框都将处于活动状态。

2. 设置所有所需值后，单击 [ 执行 ] 以执行 UV 调整。 

• 如果尚未执行零位和白板校准，将请求零位和白板校准。

3. 请求时，将 UV 标准设置到位并单击 [ 确定 ] 以执行测量。

• 如果在所选调整模式的对话框中选中保存调整结果，UV 调整完成后将显示另存为对话
框。浏览到要将文件保存在其中的文件夹，输入所需的文件名并单击 [ 保存 ] 以保存文
件。

4. UV 调整完成后，将显示信息框。单击 [ 确定 ] 以关闭信息框并返回到所选调整模式的对话
框，然后单击 [ 取消 ] 以关闭该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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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b.3 调整模式：Ganz 和 Griesser4 或 Ganz 和 Griesser5

观察角/光源：显示用于计算的观察角以及光源以供参考。
观察角：10°
光源：D65

WI、Tint
1 至 4（对于 Ganz 和 Griesser4）或 1 至 5（对于 Ganz 和 Griesser5）：按顺序输入各 
UV 标准的标准 WI 和 Tint 值，以最小 WI 值开始。

WI：40.00 至 250.00 
Tint：‑6.00 至 6.00

系数
将显示最近执行 UV 调整时计算的各种 Ganz 和 Griesser 公式系数。

保存调整结果：UV 调整完成后，选中此框打开对话框以将 UV 调整结果保存到 UV 调整系数 
(*krd) 文件中。

1. 分别设置 4 个（Ganz 和 Griesser4）或 5 个（Ganz 和 Griesser5）UV 标准的 WI 和 Tint 
值。应按照 WI 升序设置这些值，最小 WI 设置为 1。

• 对于镜面光：SCI，仅 SCI 文本框将处于活动状态；对于镜面光：SCE 或 SCI + SCE，
SCI 和 SCE 文本框都将处于活动状态。

2. 通过将标准设置到位并单击 [ 测量_x ] 按钮可测量各 UV 标准，其中 x 是标准数量。

3. 测量所有 4 个（Ganz 和 Griesser4）或 5 个（Ganz 和 Griesser5）UV 标准后，单击 [ 执
行 ]。将执行 UV 调整计算并显示所得系数。

• 如果在完成所有必要标准测量之前单击了 [ 执行 ]，将显示错误信息。
• 如果在所选调整模式的对话框中选中保存调整结果，UV 调整完成后将显示另存为对话框。

浏览到要将文件保存在其中的文件夹，输入所需的文件名并单击 [ 保存 ] 以保存文件。
• 执行 UV 调整后，单击系数中的 SCI 或 SCE 以查看各个镜面光成分设置的系数。

4. 单击对话框右上角的 [ ｘ ] 以关闭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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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测量准备
2.4.1 打开新文档或已有文档
只能在打开文档时进行测量。

2.4.1.1 创建新文档
要创建新文档，从文档菜单中选择新建。将创建新文档。
• 如果已经定义了默认模板文件，新文档将使用该模板。参见第 171 页。

2.4.1.2 打开已有文档
您可以通过执行下列步骤从数据库中打开已有文档。

1. 从文档菜单中选择从数据库打开。

将显示数据库视图对话框。

2. 双击要打开的文档，或选择文档并单击 [ 打开 ]。将关闭对话框并打开此文档。

• 有 关 数 据 库 视 图 对 话 框 中 提 供 的 其 他 操 作 ， 如 文 件 夹 创 建 或 文 档 删 除 ， 请 参 见 
第 13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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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 设置观察角以及光源
将光谱数据转为色度数据时，观察角以及光源是必须使用的重要项目。比较多个试样的色度数
据时，所有试样的观察角以及光源必须相同。建议预先指定观察角以及光源。不应擅自将其更
改。

1. 从数据菜单中选择观察角以及光源...。将显示观察角以及光源对话框。

2. 指定所需的观察角以及光源设置。

可为每个文档文件指定三对观察角以及光源。 
• 此设置不影响已在仪器上指定的观察角以及光源。
• 对于已经定义了特定观察角以及光源的项目，如指数，将根据定义的观察角以及光源计

算，不受该对话框设置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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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察角以及光源对话框

第一, 第二, 第三

观察角
2°、10°

光源
无、A、C、D50、D55è、D65、D75è、F2、F6è、F7è、F8è、F10è、F11、
F12è、U50è、ID50è、ID65è
（以 è 标记的项目仅由 SpectraMagic DX 专业版本支持。）
• 仅第二和第三条件可以选择"（无）"。当选择"（无）"为光源时，将禁用该对的观察角设

置。

本对话框中的设置将应用到文档文件中的所有数据中。 
• 更改观察角或光源时，SpectraMagic DX 将重新计算所有数据。当您试图改变观察角或光

源时，将显示警告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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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 设置列表选项
设置显示于列表窗格中的项目（如数据名称、色度数据等），并指定要列出项目的顺序。

1. 从数据菜单中选择列表选项...。将出现数据设置对话框，列表选项作为所选类别。

2. 指定列表窗格中显示项目的详细信息。

列表选项被划分的群组。

所选组中包含的列表选项。
已选选项以灰色显示。

从左侧列表中选择一个项目并单击  将
此项目添加到右侧列表中的已选选项中。
要从已选选项列表中删除一个项目，选定
此项目并单击  。 
要删除所有项目，单击 [ 删除所有 ]。

使用这些按钮更改列表窗格中项目显示的顺序。此列
表中选项从上到下的显示顺序就是列表窗格中从左到
右的显示顺序。若要更改顺序，在已选选项中选定项
目并点击对应的按钮。

3. 指定了所有必需的项目时，单击 [ 确定 ] 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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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设置对话框：列表选项类别

下列表格显示作为列表选项的可选项目及显示于列表窗格中的各个项目的内容。
• 对于标有 [*1] 至 [*12] 的项目，从 第 62 页显示相应说明。

属性

选项 列表窗格中显示的内容
数据名称 数据名称
数据说明 注释
判断 “通过”或“失败”（仅对于试样数据可用。可以更改字符串。）
属性 “测量光谱数据”，“手动输入光谱数据”，“手动输入色度数据”

群组特性
与仪器设置相对应的群组特性。例如，“‑15°(DP)”、“15°(DP)”、“SCI”、
“SCE”、“UV0”、“UV100” 等。
如果没有要显示的适用特性，将为 “‑‑‑‑‑‑”。

标样名 链接标样名称
用户名 登录用户的名字 （仅在安全功能激活时可行）
视觉判断 视觉判断结果
辅助数据信息 辅助数据信息的标题（请参见第 69 页。）
群组 为数据组指定的名称（参见第 134 页）

光谱

选项 列表窗格中显示的内容

360 至 740nm
使用选项卡选择要显示光谱和光谱差值、K/S 值、K/S 差异、吸光率和吸光率
差异的波长。 

仪器
选项 列表窗格中显示的内容

仪器名称
用于测量数据的仪器名称。例如，“CM‑25cG”、“CM‑M6” 等。
• 如果输入了数据，则不显示。

序列号 仪器的序列号
固件版本 仪器的软件版本
日期 测量日期和时间
校准日期 上次白板校准的日期和时间
测量类型 “反射率”、“透射率”、“颜色&光泽度”、“仅颜色”、“仅光泽度”

几何光学
仪器的几何光学。例如，“45°c:0°”、“45°:as ‑15°、15°、25°、45°、
75°、110°”、“di:8、de:8” 等。

镜面光成分
仪器上的镜面光成分设置（仅适用于具有 di:8、de:8 几何光学的仪器）：
“SCI”、“SCE”、“SCI+SCE”

测量区域 在仪器上设置的测量区域。例如，“SAV (3 mm)”、“6 mm”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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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V 设置
仪器的 UV 设置。例如，“100% 完全”、“100% 完全 + 400nm 截断 + 
UV 调整”、“UV 调整”等。

观察角 1 2°、10°
观察角 2 2°、10 °、（无）
光源 1 A、C、D50、D65、F2、F6、F7、F8、F10、F11、F12、ID50、ID65

光源 2 无、A、C、D50、D65、F2、F6、F7、F8、F10、F11、F12、ID50、ID65

数据编号
在用于加载试样数据的仪器中指定的数据编号（连接 CM‑25cG、CM‑M6、
CM‑700d、CM‑2600d、CM‑2500d、CM‑2500c 或 CM‑2300d 时）

注释 设置于仪器中数据的注释。

• 为仪器组显示的信息与仪器和仪器的内部设置相关，可能与 SpectraMagic DX 设置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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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D65（或其他所选观察角/光源组合）
绝对值 色差 方程 其他

X ΔX ΔE*ab [*3] MI (DIN)
Y ΔY [*1] CMC(l:c) [*4] 仿真色
Z ΔZ [*1] CMC(l) [*4] 仿真色（标样）
L* ΔL* [*1] CMC(c) [*5] 强度 è
a* Δa* [*1] ΔL‑CMC [*5] 强度 X è
b* Δb* [*1] ΔC‑CMC [*5] 强度 Y è
C* ΔC* [*1] ΔH‑CMC [*5] 强度 Z è
h ΔH* [*1] ΔE*94(CIE 1994)<ΔE*94> [*5] 仿真强度 è
L99 ΔL99 [*1] ΔE*94(l)<ΔE*94(l)> [*5] 仿真强度 X è
a99 Δa99 [*1] ΔE*94(c)<ΔE*94(c)> [*5] 仿真强度 Y è
b99 Δb99 [*1] ΔE*94(h)<ΔE*94(h)> [*5] 仿真强度 Z è
C99 ΔC99 [*1] ΔL‑ΔE*94 (CIE 1994)<ΔL‑ΔE*94> 特征波长 è
h99 ΔH99 [*1] ΔC‑ΔE*94 (CIE 1994)<ΔC‑ΔE*94> 激发纯度 è
L99o ΔL99o [*1] ΔH‑ΔE*94 (CIE 1994)<ΔH‑ΔE*94> [*6] 555 è
a99o Δa99o [*1] ΔE00(CIE 2000)<ΔE00>
b99o Δb99o [*1] ΔE00(l)<ΔE00(l)>
C99o ΔC99o [*1] ΔE00(c)<ΔE00(c)>
h99o ΔH99o [*1] ΔE00(h)<ΔE00(h)>
x Δx [*1] ΔL΄‑ΔE00 (CIE 2000) <ΔL΄‑ΔE00>
y Δy [*1] ΔC΄‑ΔE00 (CIE 2000) <ΔC΄‑ΔE00>
u* è Δu* è [*1] ΔH΄‑ΔE00 (CIE 2000) <ΔH΄‑ΔE00>
v* è Δv* è ΔEab(Hunter)
u΄ è Δu΄ è ΔE99
v΄ è Δv΄ è ΔE99o
L (Hunter) ΔL (Hunter) FMC2 è
a (Hunter) Δa (Hunter) ΔL(FMC2) è
b (Hunter) Δb (Hunter) ΔCr‑g(FMC2) è
FF ΔFF ΔCy‑b(FMC2) è

[*2] 亮度 NBS100 è
[*2] 饱和度 NBS200 è
[*2] 色调 ΔEc (degree) (DIN 6175‑2)è 

<ΔEc (deg.)>
[*2] a* 评价 ΔEp (degree) (DIN 6175‑2)è 

<ΔEp (deg.)>
[*2] b* 评价 ΔEc(Audi2000)è

mΔEc(Audi2000)è
ΔEc Max(Audi2000)è
ΔEp(Audi2000)è

mΔEp(Audi2000)è
ΔEp Max(Audi2000)è

[*11] 自动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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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数
指数 指数差值

Munsell C Hue (JIS Z8721 1964) <Munsell C Hue> ΔWI(CIE 1982) <ΔWI(CIE)>
Munsell C Value (JIS Z8721 1964) <Munsell C Value> ΔWI(ASTM E313‑73) <ΔWI(E313‑73)>
Munsell C Chroma (JIS Z8721 1964) <Munsell C  Chroma> ΔWI(Hunter) 
Munsell D65 Hue (JIS Z8721 1993) <Munsell D65 Hue> ΔWI(TAUBE)è
Munsell D65 Value (JIS Z8721 1993) <Munsell D65 Value> ΔWI(STENSBY)è
Munsell D65 Chroma (JIS Z8721 1993) <Munsell D65 Chroma> ΔWI(BERGER)è
WI(CIE 1982) <WI(CIE)> ΔWI(ASTM E313‑98)(C)è <ΔWI(E313‑98)(C)>
WI(ASTM E313‑73) <WI(E313‑73)> ΔWI(ASTM E313‑98)(D50)è <ΔWI(E313‑98)(D50)>
WI(Hunter) ΔWI(ASTM E313‑98)(D65)è <ΔWI(E313‑98)(D65)>
WI(TAUBE)è ΔWI(Ganz)
WI(STENSBY)è Tint 差异(CIE)
WI(BERGER)è Tint 差异 (ASTM E313‑98)(C)è <Tint 差异 (E313‑98)(C)>
WI(ASTM E313‑98)(C)è <WI(E313‑98)(C)> Tint 差异 (ASTM E313‑98)(D50)è <Tint 差异 (E313‑98)(D50)>
WI(ASTM E313‑98)(D50)è <WI(E313‑98)(D50)> Tint 差异 (ASTM E313‑98)(D65)è <Tint 差异 (E313‑98)(D65)>
WI(ASTM E313‑98)(D65)è <WI(E313‑98)(D65)> Tint 差异 (Ganz)
WI(Ganz) ΔYI(ASTM D1925) <ΔYI(D1925)>
Tint(CIE) ΔYI(ASTM E313‑73) <ΔYI(E313‑73)>
Tint(ASTM E313‑98)(C)è <Tint(E313‑98)(C)> ΔYI(ASTM E313‑98)(C)è <ΔYI(E313‑98)(C)>
Tint(ASTM E313‑98)(D50)è <Tint(E313‑98)(D50)> ΔYI(ASTM E313‑98)(D65)è <ΔYI(E313‑98)(D65)>
Tint(ASTM E313‑98)(D65)è <Tint(E313‑98)(D65)> ΔYI(DIN 6167)(C)è
Tint(Ganz) ΔYI(DIN 6167)(D65)è
YI(ASTM D1925) <YI(D1925)> ΔB(ASTM E313‑73)è <ΔB(E313‑73)>
YI(ASTM E313‑73) <YI(E313‑73)> [*7] 亮度差异 (TAPPI T452)è <亮度差异 (TAPPI)>
YI(ASTM E313‑98)(C)è <YI(E313‑98)(C)> [*7] 亮度差异 (ISO 2470)è <亮度差异 (ISO)>
YI(ASTM E313‑98)(D65)è <YI(E313‑98)(D65)> [*8] 不透明性差异 (ISO2471)è
YI(DIN 6167)(C)è [*8] 不透明性差异 (TAPPI T425 89% )è <不透明性差异 (T425)>
YI(DIN 6167)(D65)è [*8] 雾度指数差异 (ASTM D1003‑97)(A)è <雾度指数差异 (D1003‑97)(A)>
B(ASTM E313‑73)è <B(E313‑73)> [*8] 雾度指数差异 (ASTM D1003‑97)(C)è <雾度指数差异 (D1003‑97)(C)>

[*7] 亮度 (TAPPI T452)è <亮度 (TAPPI)> [*7] ISO 状态 A 密度差异 Bè <状态 A 差异 (B)>
[*7] 亮度 (ISO 2470)è < 亮度 (ISO)> [*7] ISO 状态 A 密度差异 Gè <状态 A 差异 (G)>
[*8] 不透明性 (ISO2471)è [*7] ISO 状态 A 密度差异 Rè <状态 A 差异 (R)>
[*8] 不透明性 (TAPPI T425 89%)è <不透明性 (T425)> [*7] ISO 状态 T 密度差异 Bè <状态 T 差异 (B)>
[*8] 雾度指数 (ASTM D1003‑97)(A)è <雾度指数 (D1003‑97)(A)> [*7] ISO 状态 T 密度差异 Gè <状态 T 差异 (G)>
[*8] 雾度指数 (ASTM D1003‑97)(C)è <雾度指数 (D1003‑97)(C)> [*7] ISO 状态 T 密度差异 Rè <状态 T 差异 (R)>
[*7] ISO 状态 A 密度 Bè <状态 A(B)> ΔRx(C)è
[*7] ISO 状态 A 密度 Gè <状态 A(G)> ΔRy(C)è
[*7] ISO 状态 A 密度 Rè <状态 A(R)> ΔRz(C)è
[*7] ISO 状态 T 密度 Bè <状态 T(B)> ΔRx(D65)è
[*7] ISO 状态 T 密度 Gè <状态 T(G)> ΔRy(D65)è
[*7] ISO 状态 T 密度 Rè <状态 T(R)> ΔRz(D65)è

Rx(C)è ΔRx(A)è
Ry(C)è ΔRy(A)è
Rz(C)è ΔRz(A)è
Rx(D65)è 标准深度差异 (ISO 105.A06)è <标准深度差异>
Ry(D65)è 染色测试 (ISO 105.A04E)(C)è <染色测试 (C)>
Rz(D65)è 染色测试 (ISO 105.A04E)(D65)è <染色测试 (D65)>
Rx(A)è 染色测试等级 (ISO 105.A04E) (C)è <染色测试等级 (C)>
Ry(A)è 染色测试等级 (ISO 105.A04E) (D65)è <染色测试等级 (D65)>
Rz(A)è 灰度 (ISO 105.A05)(C)è <灰度 (C)>
标准深度 (ISO 105.A06)è <标准深度> 灰度 (ISO 105.A05)(D65)è <灰度 (D65)>
GU 灰度等级 (ISO 105.A05)(C)è <灰度等级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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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度等级 (ISO 105.A05)(D65)è <灰度等级 (D65)>

K/S 强度 (ΔE)(C)è <K/S (ΔE*)(C)>

K/S 强度 (ΔE)(D65)è <K/S (ΔE*)(D65)>

K/S 强度 (Max Abs)è <K/S (Max Abs)> 

K/S 强度 (Apparent)è <K/S (Apparent)> 

[*9] K/S 强度 (User)è <K/S (User)> 

K/S 强度 (ΔL*)(C)è <K/S (ΔL*)(C)> 

K/S 强度 (ΔC*)(C)è <K/S (ΔC*)(C)>

K/S 强度 (ΔH*)(C)è <K/S (ΔH*)(C)> 

K/S 强度 (Δa*)(C)è <K/S (Δa*)(C)> 

K/S 强度 (Δb*)(C)è <K/S (Δb*)(C)> 

K/S 强度 (ΔL*)(D65)è <K/S (ΔL*)(D65)>

K/S 强度 (ΔC*)(D65)è <K/S (ΔC*)(D65)>

K/S 强度 (ΔH*)(D65)è <K/S (ΔH*)(D65)>

K/S 强度 (Δa*)(D65)è <K/S (Δa*)(D65)>

K/S 强度 (Δb*)(D65)è <K/S (Δb*)(D65)>

K/S 强度 (Max Abs)[nm]è <K/S (Max Abs)[nm]>

NC# (C)è

NC# 等级 (C)è

NC# (D65)è

NC# 等级 (D65)è

Ns (C)è

Ns 等级 (C)è

Ns (D65)è

Ns 等级 (D65)è

ΔGU

特殊
特殊

8 度角光泽度
[*10] 用户方程 1 è
[*10] 用户方程 2 è
[*10] 用户方程 3 è
[*10] 用户方程 4 è
[*10] 用户方程 5 è
[*10] 用户方程 6 è
[*10] 用户方程 7 è
[*10] 用户方程 8 è

• < > 内的字符为 SpectraMagic DX 所使用的缩写名称。
• 以 è 标记的项目仅由 SpectraMagic DX 专业版本支持。
• x、y、u΄、v΄、Δx、Δy、Δu΄ 和 Δv΄ 项目以四位小数显示。其它色度数据以两位小数显

示。可以更改小数的位数。请参见 第 65 页 了解详情。
• SpectraMagic DX 软件通过使用比实际显示的值具有更多小数位的数值执行内部计算提高

计算精确度。因此，由于四舍五入或色空间转换的原因，最终显示的实际数位可能与设备
显示相差一个最低有效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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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列表选项的注释

[*1] 需要设置系数的色差方程。系数可在数据设置对话框的容差设置类别中设置。如需了解
详细信息，请参阅 第 96 页。 

[*2] 如亮度评定之类的颜色评定是对在色调或其他因素方面与标样色彩的差异的说明。参阅
下方的概念图。

L*

+b*

-b*

+a*-a*

蓝色

黄色

红色绿色

试样数据

试样数据

试样数据

标样数据

标样数据

[0,0]

标样
数据

亮度评价: 
偏亮

亮度评价: 
偏暗

色调评价: 
偏绿

连续色度
轨迹 (线性)

连续色调轨迹

连续色调轨迹

饱和度评价: 
过饱和

色调评价: 
偏黄

试样
数据

连续色度轨迹 
(线性)

饱和度评价: 
欠饱和

Δb* 评价: 
偏蓝

Δb* 评价: 
偏黄

Δa* 评价: 
缺少红

Δa* 评价: 
偏绿

[*3] MI 仅在第二或第三光源/观察角条件的“其他”选项卡中显示。第一观察角/光源条件用
作参考观察角/光源条件。使用 MI 时，建议将第二和第三观察角/光源条件的观察角设
置设定为与第一观察角/光源条件相同的观察角。

[*4] 仿真色用于显示与试样数据或标样数据的色度值相对应的颜色。列表窗格中的单元格会
显示该数据的色彩。如此即可看清楚数据的色度值。

[*5] 只有存在标样数据及其关联的试样数据时，才会显示强度和仿真强度。

[*6] “555”被识别为字符，并不计算其统计值。使用“555”时，确保在选择“555”时出
现的文本框中指定 dL*、da* 及 db*。

[*7] 当试样数据和标样数据仅包含色度值时，亮度和浓度（ISO 状态 A，ISO 状态 T）不显
示（显示 “‑‑‑”）。

[*8] 只有当分别指定不透明性测量模式或雾度测量模式时，才会显示不透明性和雾度值。

[*9] 使用“K/S 强度 (User)”时，确保在选择“K/S 强度 (User)”时出现的文本框中指定要
使用的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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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添加了用户方程后，您可以更改其标题。可以在下列步骤中指定方程。

选择要添加到已选选项窗格中的用户方程并单击 [ 编辑 ] 按钮。用户方程输入框（通过上方的
红色虚线矩形指示）将在对话框的底部显示，允许输入名称和方程。

[ 保存 ] 和 [ 打开 ] 按钮也将出现。可以通过单击 [ 保存 ] 按钮将用户方程保存到文件中（扩展
名：*.uedx），也可以通过单击 [ 打开 ] 按钮从文件中进行加载。

可用于用户指数方程的色度和指数数据为上述已选选项列表中显示的数据。选择窗格中的项目
并单击 [ 得到选择项 ] 按钮。（当您在已选选项列表中选择了一个无法用于用户方程的项目
时，[ 得到选择项 ] 按钮将被禁用。）

单击 [ 得到选择项 ] 时，已选选项的代码将添加到用户方程输入框中的方程末尾。
已选选项的代码格式如下：
 [列表选项代码_类别代码_组代码_标样代码（可选）]

列表选项代码：选定列表选项的代码。例如，L* 的代码是“L”。
类别代码：要获取其数据的光源/观察角条件的代码（第一：“PRI”；第二：“SEC”；
第三：“TER”），或当一些指数选项或特殊选项具有固定的或无关的光源/观察角时，代码为
“INDEX”。
组代码：要获取其数据的群组特性的代码。
标样代码（可选）：代码“T”表示应获取标样数据而不是当前行数据。如果未在末尾添加
“T”，将获取该选项的当前行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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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选择“L*（10°/D65)”时的代码（将 10 度观察角以及 D65 光源设置为第一观察角/光
源条件）： 
 [L_PRI_0]
L： L* 的代码
PRI： 第一观察角/光源条件的代码
0： 当前行数据

[*11] 在数据设置对话框的容差设置类别中根据试样数据分布自动调整的通过/警告/失败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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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4 设置列表选项的小数位数
对于以数值表示的列表选项，可以单独指定小数位数。

1. 从数据菜单中选择小数位...。将显示列表小数位设置对话框。

2. 指定应用列表选项的小数位数。

■■ 列表小数位设置对话框

列表选项
以列表选项指定的项目显示于下拉列表框中。若要为一个项目指定小数位数，选定此项目。

测量数据
小数位： 
可以输入或选择0至8之间的数值。

标准偏差
小数位：
可以输入或选择0至8之间的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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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5 设置测量选项
• 此步骤仅在连接了仪器并且软件许可证有效情况下（以电子方式或通过使用连接到计算机

的软件锁）才可执行。

1. 从仪器菜单中选择测量选项...。将显示测量选项对话框。

2. 指定自动平均测量、间隔测量和校准间隔时间的系数。

■■ 测量选项对话框

自动平均
打开平均
当选中此框时，SpectraMagic DX 执行自动平均测量。有关自动平均测量的详情，请参见 
第 77 页 （标样测量）或 第 107 页 （试样测量）。 
• 可设置的数值为 2 至 30。

间隔测量设置 è

间隔测量
当选中此框时，SpectraMagic DX 执行间隔测量。有关间隔测量的详情，请参见 
第 76 页 （标样测量）或 第 105 页 （试样测量）。
编号：  可以输入或选择 2 至 1000 之间的数值。
间隔时间：  可以 1 秒为单位输入或选择 00:00:00 至 12:00:00 之间的时间。将光标移动

至小时、分钟和秒钟之上，并分别指定它们的值。
è 本功能仅由 SpectraMagic DX 专业版本支持。

• 自动平均测量和间隔测量也可以互相结合使用。然而，必须注意的是，间隔测量和手动平
均测量不能结合使用。

校准时间间隔设置
下一校准时间间隔
自 SpectraMagic DX 上次执行白板校准以来，经过在这里指定的时间后，将显示建议进行
白板校准的信息。可设置 1‑24 小时之间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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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6 设置自动命名
1. 从数据菜单中选择自动命名...。将显示自动命名对话框。

2. 指定自动命名的系数。

■■ 自动命名对话框

自动命名
标样
当选中此框时，将在测量过程中自动命名指定的标样名。

试样
当选中此框时，将在测量过程中自动命名指定的试样名。

■■ 名称格式

指定自动命名的名称的格式。下列表格中的字符串作为特殊符号处理。它们以表示相对应
数据的字符串代替。

字符串 相对应数据 示列
{N} 自动创建指定给试样的编号（序列号）。 

• 此序列中的第一个号码可以指定为 0001 至 9999 之间的
任何数值。

0001

{D} 测量日期 3
{DD} 通过补零的 2 位数测量日期 03
{M} 测量月份 9
{MM} 通过补零的 2 位数测量月份 09
{MMM} 3 个字符的月份名称缩写 Sep
{YYYY} 4 位数测量年份（阳历） 2016
{YY} 2 位数测量年份（阳历）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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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符串 相对应数据 示列
{E} 年份位数（日本历） 28
{G} 大写首字母表示年代（日本历） H
{GGG} 以日本文字表示的年代（日本历） 平成
{h} 测量的小时数 9
{hh} 通过补零的 2 位数测量小时数 09
{AMPM} 测量小时数的上午/下午指示 AM
{m} 测量的分钟数 3
{mm} 通过补零的 2 位数测量分钟数 03
{s} 测量的秒数 7
{ss} 通过补零的 2 位数测量秒数 07

在文本框中输入一组此类字符串。最多可以输入 40 个字母数字混合的字符。 
下列两个字符串作为试样格式提供，并可以从下拉组合框中选择。

字符串 结果示例
试样#{N} 试样#0001
{D}/{M}/{YYYY}‑{h}:{m}:{s} 3/9/2016‑7: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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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7 指定数据的辅助信息 è
本功能仅由 SpectraMagic DX 专业版本支持。
您可指定辅助数据信息以描述数据名称无法涵盖的多种信息。指定的数据信息可在列表窗格中
显示为列表选项。 
每个文档的此种设置都被记录并存储在一个模板文件中。有关模板文件的详情，请参见 
第 169 页。

1. 从数据菜单中选择辅助数据信息...。将显示辅助数据信息对话框。

2. 选择标签或数值选项卡并指定数据的辅助信息的详细信息。

■■ 辅助数据信息对话框

■■ 标签选项卡，数值选项卡

辅助数据信息在标签选项卡上被指定为字符串，而在数值选项卡上被指定为数值。

标题
首次打开此对话框时，诸如“ID 标签 1：”或“ID 数字 1：”的默认标题将在标题列中显
示。默认标题可通过单击并拖动选择此标题，然后输入所需的新标题进行编辑。最多可以
输入 30 个字母数字混合的字符。
• 标题将在列表选项对话框中显示，用于选择列表窗格中显示的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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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项
要添加标题信息，单击该标题的选项列中的文本框并输入所需信息。最多可以输入 30 个字
母数字混合的字符。
• 使用自动命名时，选项列中显示的每个标题信息将自动添加至在文档中执行的所有未来

测量。不使用自动命名时，选项列中显示的信息将被建议作为该标题的默认信息，但在
测量时可更改信息。

• 之后还可在数据特性对话框中更改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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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指定标样数据/容差
2.5.1 注册标样数据
指定将作为色差测量的标样数据。当仅测量绝对值时，无需注册标样数据。 
注册标样数据的多种可用方式如下所示：

■■ 通过执行测量注册标样数据

• 标样测量（第 73 页）
通过启动 SpectraMagic DX 进行测量并将测量数据注册为标样数据。

• 标样遥控测量（第 75 页）
启用遥控测量：标样并通过按下仪器的测量按钮执行测量。SpectraMagic DX 将测量数
据注册为标样数据。

• 标样间隔测量 è (第 76 页)
启用间隔测量并通过 SpectraMagic DX 开始标样测量一次，以预先指定的间隔时间和
测量次数进行测量。每一次测量后，所测数据被注册为标样数据。
è 本功能仅由 SpectraMagic DX 专业版本支持。

• 标样自动平均测量（第 77 页）
启用自动平均测量并通过 SpectraMagic DX 开始标样测量一次，以开始进行测量。执
行完指定次数的测量后，对收集的测量数据求平均值并将平均值注册为标样数据。

• 标样手动平均测量（第 78 页）
选择手动平均测量：标样。重复指定次数的测量并退出该模式。对在此期间收集的测量
数据求平均值并将平均值注册为标样数据。

• 也可以结合使用上述方式以获取标样数据。 
• 但必须注意标样间隔测量和标样手动平均测量不能结合使用。

■■ 手动数据输入（第 81 页）

手动输入数据并将其注册为标样数据。

■■ 从仪器上读取标样数据（第 87 页）

读取存储在仪器内存中的标样数据并将其注册为 SpectraMagic DX 中的标样数据。

■■ 从已有数据中复制标样数据 

在相同或不同文档中复制试样数据或标样数据并将其注册为标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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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已有试样变更为标样（第 88 页）

在文档中选择试样数据并将其变更为注册为标样数据。

■■ 搜索数据库中的标样（第 88 页）

搜索数据库中满足特定条件的标样并将其作为标样添加到当前文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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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1-a 执行标样测量
• 此步骤仅在连接了仪器并且软件许可证有效情况下（以电子方式或通过使用连接到计算机

的软件锁）才可执行。
1. 单击数据面板菜单工具栏中的 [ 标样测量 ] 或从仪器菜单中选择测量标样。将显示名称对话

框。

• 如果激活了自动命名，将不显示名称对话框。跳过步骤 2 至步骤 3。

2. 输入数据名称并单击 [ 确定 ]。

• 您可以为每个试样数据指定名称、辅助数据信息 è 及注释。（请参见第 74 页。）每
次测量时可选择辅助数据信息选项。

• 以 è 标记的项目仅由 SpectraMagic DX 专业版本支持。

3. 将进行测量并将测量数据作为一个标样添加至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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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称对话框

名称选项卡

数据名称： 
最多可以使用64个字母数字混合的字符作为名称。

辅助数据信息 è

显示了在辅助数据信息对话框的标签和数值选项卡上指定的标题和任何默认选项数据。
可以根据需要更改或添加选项数据，但无法在此处更改标题。（参见 第 69 页。） 

注释：
最多可以使用256个字母数字混合的字符作为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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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1-b 执行标样遥控测量
• 此步骤仅在连接了仪器并且软件许可证有效情况下（以电子方式或通过使用连接到计算机

的软件锁）才可执行。

1. 从仪器菜单中选择遥控测量，然后从出现的弹出菜单中选择标样。标样遥控测量将启用，
复选标记将在遥控测量弹出菜单中的标样旁边显示，且仪器窗口的仪器信息选项卡中的遥
控测量将更改为“标样”。

设置此模式以启用标样数据的遥控测量。设置此模式时，可以使用仪器的测量按钮或者 
SpectraMagic DX 的仪器菜单：测量标样或文档窗口工具栏按钮来启动测量。

• 连接了 CM‑2600d、CM‑2500d、CM‑2500c 或 CM‑2300d 时： 
如果已经取消了仪器的通讯模式，然后又使用仪器控制重新设置了此模式，那么仪器上
的遥控测量模式将被取消。发生此情况时，应取消选中遥控测量：标样，然后重新选中
以再次启用遥控测量：标样。 

• 不能同时选择遥控测量：标样和遥控测量：试样。如果在选择遥控测量：试样的同时启
用遥控测量：标样，则遥控测量：标样将禁用且遥控测量：试样将启用。 

2. 将仪器放在要进行测量的标样上并按下仪器的测量按钮。 

将进行测量并将测量数据作为一个标样添加至文档。

■■ 取消标样遥控测量模式

要取消标样遥控测量模式，从仪器菜单中选择遥控测量，然后从出现的弹出菜单中再次选择标
样。标样旁边的测量图标将变为正常（不突出显示），且仪器信息选项卡中的遥控测量将更改
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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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1-c 执行标样间隔测量 è
• 此步骤仅在连接了仪器并且软件许可证有效情况下（以电子方式或通过使用连接到计算机

的软件锁）才可执行。
• 本功能仅由 SpectraMagic DX 专业版本支持。

1. 从仪器菜单中选择测量选项...。将显示测量选项对话框。

2. 选中间隔测量并指定间隔测量设置的选项。
• 有关在测量选项对话框中的设置信息，请参见 第 66 页。

3. 单击 [ 确定 ] 按钮确认设置并关闭测量选项对话框。

4. 根据 第 73 页所述进行测量。
显示测量对话框，并执行间隔测量。

在间隔测量中，每次测量后，测量数据作为标样被添加至文档。

• 执行间隔测量时，测量名称格式如下：
（指定的测量名称）_（间隔测量编号）
指定的测量名称：在名称对话框（如果禁用自动命名）或自动命名对话框（如果启用自
动命名）中指定的名称
间隔测量编号：在此测量序列中的测量编号，从 0001 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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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1-d 执行标样自动平均测量
• 此步骤仅在连接了仪器并且软件许可证有效情况下（以电子方式或通过使用连接到计算机

的软件锁）才可执行。
1. 从仪器菜单中选择测量选项...。将显示测量选项对话框。

2. 选中打开平均并指定自动平均的选项。

• 有关在测量选项对话框中的设置信息，请参见 第 66 页。

3. 单击 [ 确定 ] 按钮确认设置并关闭测量选项对话框。

4. 根据 第 73 页所述进行测量。

显示测量对话框，并执行自动平均测量。

在进行标样数据的自动平均测量时，按指定次数重复测量。所有指定的测量完成时，对收
集的测量数据求平均值并将其作为一个标样添加至文档。



78

第 2 章： 操作指南

2.5.1-e 执行标样手动平均测量
• 此步骤仅在连接了仪器并且软件许可证有效情况下（以电子方式或通过使用连接到计算机

的软件锁）才可执行。

1. 从仪器菜单中选择手动平均测量，然后从出现的弹出菜单中选择标样…。将显示标样平均测
量对话框。

2. 反复将仪器放在要进行测量的标样上并单击标样平均测量对话框中的 [ 测量 ] 按钮以按指定
次数执行测量。

每次测量后将在对话框中显示测量数据，计算并显示当前执行的测量平均值和标准偏差。
• 带有选定标记的数据将用于计算平均值。
• 取消选定，如异常值等将不包括于平均计算的数据。

3. 点击 [ 确定 ] 按钮。平均值将作为一个标样添加至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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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样平均测量对话框

色空间下拉列表框
从 L*a*b*、XYZ、L*c*h、Hunter Lab、Yxy、L*u*v* 和 L*u΄v΄ 中选择以作为将显示于
对话框列表中的色空间。

恢复包括平均值内的所有选中数据
选中此选项时，带有选定标记的数据也将作为单独标样添加至列表窗格中。

[ 全选 ]
选择（加上勾选标记）所有测量。

[ 全部取消选择 ]
取消选择（取消勾选标记）所有测量。

[ 测量 ]
进行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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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均测量：选项对话框

平均测量：选项对话框可通过在仪器菜单中选择平均测量，然后从出现的弹出菜单中选择选
项...来打开 。

检测
标准偏差在下列数值内时自动停止测量。

选定此选项时，当标准偏差小于阈值时自动终止测量。
输入范围在0.001至1之间。
• 当已设置去除范围外时，在进行去除范围外后确定标准偏差值。

去除范围外
去除最大和最小值。

选定此选项时，在手动平均测量中测得最大值和最小值，然后在从平均测量结果中删除
最大值和最小值后确定平均试样数据。
• 指定此选项时，手动平均测量仅在已重复测量至少三次后才结束。不可选定最大值和

最小值数据。

显示注释输入对话框
指定在测量前或测量后是否显示注释输入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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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1-f 通过手动数据输入注册标样

2.5.1-f.1 输入光谱数据

1. 从数据菜单中选择输入标样，然后从出现的弹出菜单中选择输入光谱标样…。将显示输入光
谱标样对话框。

2. 设置通道ID 和群组特性。

• 设置所需的通道 ID（单次、SCI+SCE、多重 UV (SCI)、多重 UV (SCE)、6 角度 (L)、 
6 角度 (L+R) 或 6 角度 (DP)）。。

• 设置所需的通道ID 后，设置所需的群组特性。

3. 输入所有波长的光谱数据。

• 如果通道 ID 设置为除单次之外的设置，设置另一个群组特性并重复步骤 3，直至针对指
定通道 ID 的所有群组特性的所有波长设置光谱数据。

4. 单击 [ 确定 ]。

将显示名称对话框。
• 如果激活了自动命名，将不显示名称对话框。标样数据将添加到列表窗格中并完成注

册。

5. 输入数据名称。

您可以为每个试样数据指定名称、辅助数据信息 è 及注释。（请参见第 74 页。）
以 è 标记的项目仅由 SpectraMagic DX 专业版本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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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单击 [ 确定 ]。名称对话框将关闭且标样数据将添加至列表窗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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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输入光谱标样对话框

通道ID 下拉列表框
从单次、SCI+SCE、多重 UV (SCI)、多重 UV (SCE)、6 角度 (L)、6 角度 (L+R) 或 6 角
度 (DP) 中选择。

群组特性
可用设置取决于通道ID。

通道 ID 可用设置

单次 SCI、SCE、45/0

SCI+SCE SCI、SCE
多重 UV 
(SCI)

UV100、UV0

多重 UV 
(SCE)

UV100、UV0

6 角度 (L) ‑15°(L)、15°(L)、25°(L)、45°(L)、75°(L)、110°(L)

6 角度 (L+R)
‑15°(L)、15°(L)、25°(L)、45°(L)、75°(L)、110°(L)、‑15°(R)、15°(R)、
25°(R)、45°(R)、75°(R)、110°(R)

6 角度 (DP) ‑15°(DP)、15°(DP)、25°(DP)、45°(DP)、75°(DP)、110°(DP)

输入数据
反射：0.01 至 999.99

GU
光泽度单位：0.00 至 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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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1-f.2 输入色度数据

1. 从数据菜单中选择输入标样，然后从出现的弹出菜单中选择输入色度标样值…。将显示输入
色度标样值对话框。

2. 选择色空间、通道ID 和群组特性。

设置色空间（XYZ、L*a*b*、Hunter Lab）。

• 设置所需的通道 ID（单次、SCI+SCE、多重 UV (SCI)、多重 UV (SCE)、6 角度 (L)、 
6 角度 (L+R) 或 6 角度 (DP)）。

• 设置所需的通道ID 后，设置所需的群组特性。

3. 输入所有三种光源/观察角条件（第一、第二、第三）的色度数据。

如果通道 ID 设置为除单次之外的设置，设置另一个群组特性并重复步骤 3，直至针对指定
通道 ID 的所有群组特性设置色度数据。

4. 单击 [ 确定 ]。

将显示名称对话框。
如果激活了自动命名，将不显示名称对话框。标样数据将添加到列表窗格中并完成注册。

5. 输入数据名称。

您可以为每个试样数据指定名称、辅助数据信息 è 及注释。（请参见第 74 页。）
以 è 标记的项目仅由 SpectraMagic DX 专业版本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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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单击 [ 确定 ]。名称对话框将关闭且标样数据将添加至列表窗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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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输入色度标样值对话框

色空间选择下拉列表框
指定将要用于手动数据输入的色空间。可选择的色空间仅为 L*a*b*、Hunter Lab 和 
XYZ。

通道ID 下拉列表框
从单次、SCI+SCE、多重 UV (SCI)、多重 UV (SCE)、6 角度 (L)、6 角度 (L+R) 或 6 角
度 (DP) 中选择。

群组特性
可用设置取决于通道ID。

通道 ID 可用设置

单次 SCI、SCE、45/0

SCI+SCE SCI、SCE

多重 UV (SCI) UV100、UV0

多重 UV (SCE) UV100、UV0

6 角度 (L) ‑15°(L)、15°(L)、25°(L)、45°(L)、75°(L)、110°(L)

6 角度 (L+R)
‑15°(L)、15°(L)、25°(L)、45°(L)、75°(L)、110°(L)、‑15°(R)、
15°(R)、25°(R)、45°(R)、75°(R)、110°(R)

6 角度 (DP) ‑15°(DP)、15°(DP)、25°(DP)、45°(DP)、75°(DP)、110°(DP)

输入数据
第一/第二/第三观察角/光源/观察角条件的标样数据
输入所选色度数据。

注释：在手动输入标样色度数据后不能更改光源/观察角条件。

GU
光泽度单位：0.00 至 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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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1-g 从仪器上读取标样数据
• 此步骤仅在连接了仪器并且软件许可证有效情况下（以电子方式或通过使用连接到计算机

的软件锁）才可执行。

可以通过执行下列步骤将存储在仪器内存中的标样数据读入 SpectraMagic DX。
• 通过使用传感器同步选项卡也可读取数据。参见第 159 页。

1. 从仪器菜单中选择读/写，然后从出现的弹出菜单中选择读取标样。

读取存储在仪器中的标样数据信息时，将出现显示进度的正在读取数据对话框。
读取所有存储的标样数据信息时，将出现读取标样数据对话框。

（以下是 CM‑25cG 的读取标样数据对话框示例。）

2. 通过单击标样名旁边的复选框使其选中以选择要从仪器上读入 SpectraMagic DX 的标样。 

• 要选择所有标样，单击 [ 全选 ]。
• 要取消选择所有标样，单击 [ 全部取消选择 ]。

3. 选定要读入 SpectraMagic DX 的所有标样时，单击 [ 确定 ]。所选标样将作为标样被读入
当前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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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1-h 从已有数据中复制标样
有关数据的复制和粘贴步骤，请参见 第 120 页。

2.5.1-i 将已有试样变更为标样
您可以通过执行下列步骤将已有试样变更为标样。

1. 选定列表窗格中的试样。

2. 从数据菜单中选择工具，然后从出现的弹出菜单中选择变更为标样，或右击该试样，从出
现的内容菜单中选择工具，然后从出现的弹出菜单中选择变更为标样。该试样将变更为标
样。

2.5.1-j 搜索数据库中的标样
可在数据库中搜索满足特定条件的标样，且通过搜索找到的标样可添加到当前文档中。

1. 从文档菜单中选择标样搜索...。将显示标样搜索对话框。

2. 输入所需的搜索条件。 

仪器名称 单击当前设置并从出现的下拉列表中选择所需的仪器名称。只限选择单
个设置。要搜索所有标样，而不考虑仪器，选择“全部”。

日期 输入要搜索的时段的开始日期和结束日期。可直接输入日期，或单击日
期左侧的向下箭头，然后从出现的日历中选择。

数据名称 输入要搜索的数据名称或部分数据名称。通过搜索可找到包括输入字符
的任何标样名。

群组名称 输入要搜索的群组名称或部分群组名称。通过搜索可找到包括输入字符
的任何群组名称。

3. 单击 [ 搜索 ]。将在数据库中的所有文档中搜索满足设置条件的标样。

• 仅会搜索已设置为标样的测量数据。将不会搜索试样。

4. 搜索完成后，对话框中将显示找到的标样列表，其中每个标样旁边带有复选框。

5. 单击复选框以选择要添加到当前文档的每个标样。

6. 单击 [ 添加 ]。每个选中的标样将被读入当前打开的文档。

7. 单击 [ 关闭 ] 以关闭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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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 指定标样数据
从存储于文档文件中的标样数据指定要用于色差测量的标样数据。
• 当仅测量绝对值时，无需指定标样数据。

2.5.2-a 选择特定的标样数据
从树窗格中的标样分类文件夹或由群组分类文件夹群组中选择特定的标样数据。

2.5.2-b 不指定标样（进行绝对值测量）
在树窗格中选择标样分类 ‑ 绝对值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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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c 指定工作标样 è
• 本功能仅由 SpectraMagic DX 专业版本支持。

您可以将几个标样数据划分为一组，并将所有这些数据指定为用于色差测量的标样数据。一个
组包括一个主标样下的几个工作标样。使用主标样或该组中的任何工作标样的试样测量将链接
至该组。此时您可以利用群组进行各种评价，例如在色差图或绝对值图中同时显示工作标样数
据和主标样数据以及试样，通过选择树窗格中的主标样或工作标样在将试样与主标样或工作标
样比较之间轻松切换或在主标样数据中固定图形的原点位置。

1. 从列表窗格中选择用作工作标样的试样或标样。

• 只选择单个试样或标样。如果选择多个数据，则无法执行此操作。

2. 从数据菜单中选择工具，然后从出现的弹出菜单中选择工作标样...，或右击该试样，从出现
的内容菜单中选择工具，然后从出现的弹出菜单中选择工作标样...。

将显示标样对话框。

3. 指定所需的项目并单击 [ 确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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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样对话框

标样备选值
显示步骤1中所选数据的名称。

指向标样
当选定此选项时，数据被指定为新工作标样数据，并将其从步骤1选定的原文件夹中删
除。 
当未选定此选项时，数据在被复制并指定为新工作标样的同时保存在原文件夹中。

主标样
选择所选工作标样所属的主标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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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d 标样选择模式
通过标样选择模式，可以根据用户指定的系数手动指定标样或从当前文档的标样中自动选择标样。

1. 从数据菜单中选择标样选择模式。将显示标样选择模式对话框。

2. 选择所需模式：

正常 使用在试样测量时指定的标样。

自动标样 根据在详细信息部分中设置的系数，从当前文档的标样中选择标样。 
如果找不到满足系数的标样，试样将设置为绝对值数据且不会链接至任何标样。

选择自动标样时，详细信息部分将处于活动状态。
群组特性 单击当前设置并从出现的下拉列表中选择要用于自动标样选择的群组特

性。在自动标样选择过程中，将仅考虑包括此群组特性数据的标样。可
用群组特性取决于仪器和仪器设置。

色差公式 单击当前设置并从出现的下拉列表中选择要用于自动标样选择的色差公
式。可以使用显示的任何色差公式，即使它们不包含在列表窗格中。

选择范围 
（最大值）

设置要用于自动标样选择的最大值。如果在当前文档的测量试样中找不
到此色差值范围内的适用标样，试样将设置为绝对值数据且不会链接至
任何标样。

3. 单击 [ 确定 ] 确认设置并关闭对话框。

• 标样选择模式设置将与文档一起存储，因此如果文档关闭，稍后再次打开，将应用相同
的设置。

设置自动标样时，试样测量将自动链接至所选色差公式中包含最小值的标样，而不考虑当前在
列表窗格或树窗格中选择的标样。如果找不到选择范围值内的标样，试样将设置为绝对值数据
且不会链接至任何标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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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3 设置容差
若要执行基于色差测量的判断，必须设置容差。

2.5.3-a 设置默认容差
默认容差是在通过测量或其他操作注册标样时自动设置的值。若要始终以相同容差执行判断，
您可以提前指定容差以去除在每次改变标样时执行容差设置操作的步骤。

1. 从数据菜单中选择默认容差设置...。将出现数据设置对话框，默认容差设置作为所选类别。

2. 为每个列表选项指定默认容差值和系数。

3. 设置了所有默认容差时，单击 [ 确定 ]。

指定的默认容差将被应用到新增加的标样数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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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设置对话框：默认容差设置类别

仪器
单击仪器框并从出现的下拉列表中选择将为其设置默认容差的仪器。

容差
容差表格顶行显示所选仪器的所有可能群组特性。以设定包含所选群组特性的所选仪器型
号进行标样测量时，将应用为此表格中群组特性设置的默认容差。 

表格左侧显示可为其设置容差的列表窗格中显示的列表选项。 
对于需要参数系数（如 dE00 (CIE2000)）的色差公式，通过向下滚动可在表格的下面部分
中设置参数系数。使用默认容差值时，此处设置的参数系数用于计算列表窗格、图形等项
中显示的色差公式值。

可以单独指定每个列表选项的上限和下限，以及该限制是否将用于判断。对于色差公式，
仅可以设置上限并用于判断。

每个值左侧的复选框可确定值是否将用于判断。选中复选框时，将根据容差值判断列表选
项的测量值。将不判断未选中其复选框的列表选项。

通过单击值或使用值右侧的向上/向下箭头可直接设置数值。
• 无论复选框的状态如何，都可以编辑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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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等级
设置警告等级（判断将变为警告而非通过的容差值百分比）。
范围：1 至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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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3-b 为每个标样设置容差
可以为每个标样更改在标样注册时通过默认容差设置指定的容差。

1. 从数据菜单中选择容差设置...。将出现数据设置对话框，容差设置作为所选类别并在标样下
拉列表中选择最近使用的标样。

2. 为每个列表选项指定容差值和系数。

如需自动匹配，单击容差表格顶行中要自动匹配到的群组特性旁边的单选按钮以选择此选
项，选择要用于自动匹配的选项（公式）和方法，然后单击 [ 更新 ]。将计算并设置椭圆公
式，其中将包含链接至标样的所有试样。
选项（公式） 选择要用于自动匹配的色差公式数据列表选项。
方法 匹配容差值 计算椭圆公式。

如果所选选项（公式）使用参数系数，将使用在容差数据的参数
系数部分中设置的参数系数计算椭圆公式。

匹配公式参数 （仅在所选选项（公式）使用参数系数时处于活动状态）计算并
设置用于匹配所有试样的最小椭圆公式的公式系数。

如需根据试样数据分布自动调整，单击容差表格顶行中要自动调整到的群组特性旁边的单
选按钮以选择此选项，然后单击 [ 更新 ]。将计算最小可能椭圆的尺寸、角度和偏差位置，
其中将包含所有试样数据。 
• 仅当列表窗格中显示的列表选项包含了自动调整时，根据试样数据分布自动调整才处于

活动状态。
• [ 更新 ] 仅在至少有 10 个试样链接至所选标样时才处于活动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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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选择全部选项卡，将根据第一光源/观察角组合计算椭圆。
• 根据相对于标样的试样分布，在某些情况下椭圆可能不包含标样。

3. 设置了所有容差时，单击 [ 确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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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设置对话框：容差设置类别

标样
单击当前标样并选择将为其设置容差的标样。

警告等级
设置警告等级（判断将变为警告而非通过的容差值百分比）。
范围：1 至 100

容差数据
All 选项卡

显示可为所有光源/观察角条件设置容差的所有列表选项。 
第一、第二、第三选项卡

显示可为所选光源/观察角条件（第一、第二、第三）设置容差的列表选项。
• 将仅显示该光源/观察角条件的标样数据已存在的选项卡和列表窗格中包括列表选项

的选项卡。
容差

顶行显示了为标样而设置且可为其设置容差值的群组特性。在此行中选择的群组特性是
将为其执行自动匹配或根据试样数据分布自动调整的群组特性。
此表格中显示列表窗格中显示的可为其设置容差的列表选项以及当前设置的容差值。 
选定一个项目后，该项目的容差值将在容差下显示。
对于需要参数系数（如 ΔE00 (CIE2000)）的色差公式，通过向下滚动可在表格的下面部
分中设置参数系数。此处设置的参数系数用于计算列表窗格、图形等项中显示的所选标
样的色差公式值。当任何系数改变时，所有显示的数据都会重新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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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单独指定每个列表选项的上限和下限，以及该限制是否将用于判断。对于色差公式，
仅可以设置上限并用于判断。

每个值左侧的复选框可确定值是否将用于判断。选中复选框时，将根据容差值判断列表选
项的测量值。将不判断未选中其复选框的列表选项。

通过单击值或使用值右侧的向上/向下箭头可直接设置数值。
• 无论复选框的状态如何，都可以编辑数值。

自动匹配
选项（公式） 选择要用于自动匹配的色差公式数据列表选项。
方法 匹配容差值 计算椭圆公式。

如果所选选项（公式）使用参数系数，将使用在容差数据的参数
系数部分中设置的参数系数计算椭圆公式。

匹配公式参数 （仅在所选选项（公式）使用参数系数时处于活动状态）计算并
设置用于匹配所有试样的最小椭圆公式的公式系数。

[ 更新 ] 根据选项（公式）和方法设置更新容差值或参数系数。

根据试样数据分布自动调整
（仅在至少有 10 个试样时才处于活动状态。）
[ 更新 ] 计算最小可能椭圆的尺寸、角度和位置，其中将包含所有试样数据。 
• 如果选择全部选项卡，将根据第一光源/观察角组合计算椭圆。 



100

第 2 章： 操作指南

2.5.3-c 指定判断显示格式
1. 从数据菜单中选择判断格式...。将显示判断格式对话框。

2. 指定判断格式的系数并单击 [ 确定 ]。

■■ 判断格式对话框

判断每个值
下列设置将应用于将被判断的各个列表选项。

通过
字符  数值判断为通过时，指定列表窗格中的数值的颜色。
背景 数值判断为通过时，指定列表窗格中的数值的背景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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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败
字符 数值判断为失败时，指定列表窗格中的数值的颜色。
背景 数值判断为失败时，指定列表窗格中的数值的背景颜色。

警告
字符 指定需要警告时列表窗格中的数值的颜色。
背景  指定需要警告时列表窗格中的数值的背景颜色。

综合判断
下列设置应用于对设置和启用了容差的列表窗格中所有标样项目进行判断后的判断结果。

仅显示判断文本： 

选中时，将仅显示判断结果的指定文本（标签），而不会显示 （通过）、 （警

告）以及 （失败）图标。

通过
字符串 指定结果判断通过时要显示的用语。
字符 结果判断为通过时，指定列表窗格中显示字符串的颜色。
背景 结果判断为通过时，指定列表窗格中显示字符串的背景颜色。

失败
字符串 指定结果判断失败时要显示的用语。
字符 结果判断为失败时，指定列表窗格中显示字符串的颜色。
背景 结果判断为失败时，指定列表窗格中显示字符串的背景颜色。

警告
字符串 指定将作为警告信息显示的文本。
字符 指定需要警告时列表窗格中文本的颜色。
背景 指定需要警告时列表窗格中文本的背景颜色。

视觉评估
基于添加至数据的视觉评估信息判断数据。

在整个判断中包含视觉评估结果
选定此选项时，视觉评估会反映在综合判断结果中。

视觉判断优先
选定此选项时，综合判断结果取决于视觉判断：
• 数据通过视觉评估时，即通过综合判断。
• 数据未通过视觉评估时，即使通过了所有其他判断也无法通过综合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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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试样测量
执行试样测量的多种方式如下所示。

■■ 试样测量 (第 103 页)

通过启动 SpectraMagic DX 软件进行测量以获取试样数据。

■■ 试样遥控测量 (第 104 页)

启用遥控测量：试样并通过按下仪器的测量按钮进行测量。SpectraMagic DX 将把测量数
据注册为试样数据。

■■ 试样间隔测量 è (第 105 页)

启用间隔测量并通过 SpectraMagic DX 开始试样测量一次，以预先指定的间隔时间和测量
次数进行测量。每一次测量后，所测数据被注册为试样数据。
è 本功能仅由 SpectraMagic DX 专业版本支持。

■■ 试样自动平均测量（第 107 页）

启用平均测量并通过 SpectraMagic DX 开始试样测量一次，以开始进行测量。执行完指定
次数的测量后，对收集的试样数据求平均值并将平均值注册为试样数据。

■■ 试样手动平均测量（第 108 页）

选择手动平均测量：试样。重复指定次数的测量并退出该模式。对在此期间收集的试样数
据求平均值并将平均值注册为试样数据。

• 也可以结合使用上述方式以获取试样数据。 
• 但必须注意试样间隔测量和试样手动平均测量不能结合使用。
• 启用自动标样时，试样测量将自动链接至所选色差公式中包含最小值的标样，而不考虑当

前在列表窗格或树窗格中选择的标样。如果找不到选择范围值内的标样，试样将设置为绝
对值数据且不会链接至任何标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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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1 执行试样测量
• 此步骤仅在连接了仪器并且软件许可证有效情况下（以电子方式或通过使用连接到计算机

的软件锁）才可执行。

1. 单击数据面板菜单工具栏中的 [ 试样测量 ] 或从仪器菜单中选择测量试样。将显示名称对话
框。

如果激活了自动命名，将不显示名称对话框。跳过步骤 2 至步骤 3。 

2. 输入数据名称并单击 [ 确定 ]。

• 您可以为每个试样数据指定名称、辅助数据信息 è 及注释。（请参见第 74 页。）每
次测量时可选择辅助数据信息选项。

• 以 è 标记的项目仅由 SpectraMagic DX 专业版本支持。

3. 将进行测量并将测量作为一个试样添加至文档。

• 启用自动标样时，试样测量将自动链接至所选色差公式中包含最小值的标样，而不考虑
当前在列表窗格或树窗格中选择的标样。如果找不到选择范围值内的标样，试样将设置
为绝对值数据且不会链接至任何标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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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2 执行试样遥控测量
• 此步骤仅在连接了仪器并且软件许可证有效情况下（以电子方式或通过使用连接到计算机

的软件锁）才可执行。

1. 从仪器菜单中选择遥控测量，然后从出现的弹出菜单中选择试样。试样遥控测量将启用，
遥控测量弹出菜单中的试样旁边的测量图标将变得突出显示，且仪器窗口的仪器信息选项
卡中的遥控测量将更改为“试样”。

设置此模式以启用试样数据的遥控测量。设置此模式时，可以使用仪器的测量按钮或 
SpectraMagic DX 的测量命令或文档窗口工具栏按钮启动测量。

• 连接了 CM‑2600d、CM‑2500d、CM‑2500c 或 CM‑2300d 时：
如果已经取消了仪器的通讯模式，然后又使用仪器控制重新设置了此模式，那么仪器上
的遥控测量模式将被取消。发生此情况时，应取消选中遥控测量：试样，然后重新选中
以再次启用遥控测量：试样。

• 遥控测量：标样和遥控测量：试样无法同时选择。如果在选择遥控测量：试样的同时启
用遥控测量：标样，则遥控测量：标样将禁用且遥控测量：试样将启用。 

2. 将仪器放在要进行测量的试样上并按下仪器的测量按钮。 

将进行测量并将测量数据作为一个试样添加至文档。

• 启用自动标样时，试样测量将自动链接至所选色差公式中包含最小值的标样，而不考虑
当前在列表窗格或树窗格中选择的标样。如果找不到选择范围值内的标样，试样将设置
为绝对值数据且不会链接至任何标样。

■■ 取消试样遥控测量模式

要取消试样遥控测量模式，从仪器菜单中选择遥控测量，然后从出现的弹出菜单中再次选择试
样。试样旁边的测量图标将变为正常（不突出显示），且仪器信息选项卡中的遥控测量将更改
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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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3 执行试样间隔测量 è
• 此步骤仅在连接了仪器并且软件许可证有效情况下（以电子方式或通过使用连接到计算机

的软件锁）才可执行。
• 本功能仅由 SpectraMagic DX 专业版本支持。

1. 从仪器菜单中选择测量选项...。将显示测量选项对话框。

2. 选中间隔测量并指定间隔测量的选项。

• 有关在测量选项对话框中的设置信息，请参见 第 66 页。

3. 单击 [ 确定 ] 按钮确认设置并关闭测量选项对话框。

4. 根据 第 103 页所述进行试样测量。

显示测量对话框，并执行间隔测量。

在间隔测量中，每次测量后，测量数据作为试样被添加至文档。

• 执行间隔测量时，测量名称格式如下：
（指定的测量名称）_（间隔测量编号）
指定的测量名称：在名称对话框（如果禁用自动命名）或自动命名对话框（如果启用自
动命名）中指定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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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隔测量编号：在此测量序列中的测量编号，从 0001 开始。
• 启用自动标样时，试样测量将自动链接至所选色差公式中包含最小值的标样，而不考虑

当前在列表窗格或树窗格中选择的标样。如果找不到选择范围值内的标样，试样将设置
为绝对值数据且不会链接至任何标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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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4 执行试样自动平均测量
• 此步骤仅在连接了仪器并且软件许可证有效情况下（以电子方式或通过使用连接到计算机

的软件锁）才可执行。

1. 从仪器菜单中选择测量选项...。将显示测量选项对话框。

2. 选定打开平均以启用试样数据的自动平均测量。

• 有关在测量选项对话框中的设置信息，请参见 第 66 页。

3. 单击 [ 确定 ] 按钮确认设置并关闭测量选项对话框。

4. 根据 第 103 页所述进行试样测量。

显示测量对话框，并执行自动平均测量。

在进行试样数据的自动平均测量时，按指定次数重复测量。所有指定的测量完成时，对收
集的测量数据求平均值并将其作为一个试样添加至文档。
• 启用自动标样时，试样测量将自动链接至所选色差公式中包含最小值的标样，而不考虑

当前在列表窗格或树窗格中选择的标样。如果找不到选择范围值内的标样，试样将设置
为绝对值数据且不会链接至任何标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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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5 执行试样手动平均测量
• 此步骤仅在连接了仪器并且软件许可证有效情况下（以电子方式或通过使用连接到计算机

的软件锁）才可执行。

1. 从仪器菜单中选择手动平均测量，然后从出现的弹出菜单中选择试样…。显示试样平均测量
对话框。

2. 反复将仪器放在要进行测量的试样上并单击试样平均测量对话框中的 [ 测量 ] 按钮以按指定
次数执行测量。

每次测量后将在对话框中显示测量数据，计算并显示当前执行的测量平均值和标准偏差。
• 带有选定标记的数据将用于计算平均值。 
• 不选定如异常值等的不想要包括在平均计算中的数据。

3. 点击 [ 确定 ] 按钮。平均值将作为一个试样添加至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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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启用自动标样时，试样测量将自动链接至所选色差公式中包含最小值的标样，而不考虑
当前在列表窗格或树窗格中选择的标样。如果找不到选择范围值内的标样，试样将设置
为绝对值数据且不会链接至任何标样。

■■ 试样平均测量对话框

色空间下拉列表框
从 L*a*b*、XYZ、L*c*h、Hunter Lab、Yxy、L*u*v* 或 L*u’v’ 中选择以作为将显示
于对话框列表中的色空间。

恢复包括平均值内的所有选中数据
选中此选项时，有选定标记的数据会作为一个单独的试样数据加入列表窗格及Canvas窗
格的图形对象中。

[ 全选 ]
选择（加上勾选标记）所有测量。

[ 全部取消选择 ]
取消选择（取消勾选标记）所有测量。

[ 测量 ]
进行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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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均测量：选项对话框

平均测量：选项对话框可通过在仪器菜单中选择平均测量，然后从出现的弹出菜单中选择选
项...来打开 。

检测
标准偏差在下列数值内时自动停止测量。

选定此选项时，当标准偏差小于阈值时自动终止测量。
输入范围在0.001至1之间。
• 当已设置去除范围外时，在进行去除范围外后确定标准偏差值。

去除范围外
去除最大和最小值。

选定此选项时，在手动平均测量中测得最大值和最小值，然后在从平均测量结果中删除
最大值和最小值后确定平均试样数据。
• 指定此选项时，手动平均测量仅在已重复测量至少三次后才结束。不可选定最大值和

最小值数据。

显示注释输入对话框
指定在测量前或测量后是否显示注释输入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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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6 从仪器上读取试样数据
• 此步骤仅在连接了仪器并且软件许可证有效情况下（以电子方式或通过使用连接到计算机

的软件锁）才可执行。

可以通过执行下列步骤将存储在仪器内存中的试样数据读入 SpectraMagic DX。
• 通过使用传感器同步选项卡也可读取数据。参见第 157 页。 
• 如果任何标样数据链接至将要读取的试样数据，该标样数据也将被读取。
• 要参看测量时由仪器设置的测量编号，请确保来自仪器组的“数据编号”是列表选项对话

框中的一个已选选项。（参见第 58 页。）

1. 从仪器菜单中选择读/写，然后从出现的弹出菜单中选择读取试样。
读取存储在仪器中的试样数据信息时，将出现显示进度的正在读取数据对话框。
读取所有存储的试样数据信息时，将出现读取试样数据对话框。

（以下是 CM‑25cG 的读取试样数据对话框示例。）

2. 通过单击试样名旁边的复选框使其选中以选择要从仪器上读入 SpectraMagic DX 的试样。 

• 要选择所有试样，单击 [ 全选 ]。
• 要取消选择所有试样，单击 [ 全部取消选择 ]。

3. 选定要读入 SpectraMagic DX 的所有试样时，单击 [ 确定 ]。所选试样将作为试样被读入
当前文档。 

• 如果任何读取的试样链接至标样，该标样也将被读入当前文档并保持标样和试样之间的
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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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文档窗口操作
文档窗口显示文档中的测量数据。此窗口分为树窗格、列表窗格和 Canvas 窗格。

树窗格 列表窗格

Canvas 窗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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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1 屏幕设置对话框
通过从编辑菜单中选择屏幕设置(S)...或右击 Canvas 窗格并选择屏幕设置(S)...，可打开屏幕设
置对话框。

屏幕设置对话框具有两大类别。可用于各类别的设置如下所述。要选择类别，单击类别列表中
的类别。

■■ 列表屏幕设置

默认网格尺寸
设置数据网格中的网格和数据的尺寸。
可用设置：80%、90%、100%、110%、120%

自动调整列宽
选中时，将根据该列中的最长内容自动调整列宽。 
未选中时，无论内容如何，列宽将为固定值。 

分类列表 
（仅在树列表中选择标样分类或由群组分类下的数据时生效）

显示链接标样
选择是否将在数据网格中显示链接标样。

下拉颜色选择器
选择链接标样的单元格填充颜色。

固定标样显示
选中时，链接标样行保持显示在数据网格的可见区域顶部。未选中时，标样数据将在
大型文档中向下滚动数据时从数据网格的顶部滚出。

■■ Canvas 屏幕设置

颜色设置
背景

设置 Canvas 屏幕的背景颜色。所选颜色适用于所有 Canvas。
网格

显示网格
选中时，网格将在启用编辑时显示在 Canvas 上。 

颜色
选择 Canvas 屏幕的网格线颜色。

间隔时间
设置网格线之间的间隔时间。 
范围：1 至 10。

允许编辑模式
选中时，通过单击 Canvas 窗格工具栏中的网格按钮可启用/禁用 Canvas 屏幕编辑。未
选中时，Canvas 窗格将会锁定，即使单击网格按钮，也无法执行编辑。 

[ 确定 ] 应用设置并关闭对话框。
[ 取消 ] 关闭对话框，而不应用设置。
[ 应用 ] 应用设置，而不关闭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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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2 树窗格
树窗格包括下列项目：

所有数据
根据每个数据是标样还是试样对文档中包含的所有数据进行分类。

标样 文档中包含的所有标样数据
试样 文档中包含的所有试样数据

标样分类
根据其链接的标样将所有试样数据划分为数据组。
如果试样数据未链接至任何标样，将其放入绝对值数据组中。

绝对值数据 （在创建文档时自动创建。） 
未链接至任何标样的所有试样数据。绝对值后面的数字为未链接至任何标
样的试样数据数量。

（Target xxx） （在注册标样 xxx 时创建。）
链接至此标样的所有试样数据。

（工作标样 
zzz）

标样名后面的数字为链接至该标样的试样数据数量。（工作标样设为标样
的从属时建立）
链接至工作标样的试样数据将与链接至工作标样所属的主标样的试样数据相同。

（Target yyy） （在注册标样 yyy 时创建。）
链接至此标样的所有试样数据。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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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群组分类
如果创建了命名组（参见第 134 页），群组名称将在由群组分类部分中列出。

（群组名称 1） （在创建群组时自动创建。） 
选择一个群组不会造成列表窗格显示发生任何变化。如果该群组包含标
样，则群组名称后面的数字指示群组内的标样数，且标样将作为分支显示
在群组名称下。

（Target xxx） （在将标样 xxx 添加至该群组时创建。）
链接至此标样的所有试样数据。标样名后面的数字为链接至该标样的试样
数据数量。

搜索
如果已执行搜索（参见第 125 页），搜索名称将在搜索部分中列出。 

（搜索名称 1） （在执行搜索时自动创建。）
选择某个搜索将在列表窗格显示中显示通过该搜索找到的测量。

在树窗格中选择的数据组可确定列表窗格和 Canvas 窗格中将显示的测量。

2.7.2.1 树窗格导航
可以折叠和展开树窗格中的各节（所有数据、标样分类、由群组分类、搜索）和各小节（标
样、试样、绝对值数据、（标样名）等）以便导航。

▶：展开折叠的节/子节。
▼：折叠展开的节/子节。

选择所有数据中的标样或试样将显示要在列表窗格窗口中显示的相应测量。

选择绝对值数据或标样分类中的任何标样名将显示要在列表窗格窗口中显示的该数据组中的测
量。

选择由群组分类中的命名组不会造成列表窗格窗口发生任何变化，但选择命名组中的任何标样
名将在列表窗格窗口中显示链接至该标样的测量。

选择子节内最右侧分支中的试样或标样将打开包含该试样或标样的数据组，且还将在列表窗格
窗口中选择在树窗格中选择的试样或标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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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2.2 树窗格右键菜单
右击所有数据中的标样或试样将显示包含下列操作的内容菜单。 

搜索...   参见第 125 页。

右击标样分类将显示包含下列操作的内容菜单。 
标样选择模式...   参见第 92 页。

右击标样分类或由群组分类下的命名组中的标样或工作标样将显示包含下列操作的内容菜单。
将对右击标样或工作标样执行各项操作。 

容差设置...  参见第 96 页。
写入标样...  参见第 160 页。
数据特性...  参见第 137 页。
搜索...   参见第 125 页。

右击由群组分类将显示包含下列操作的内容菜单。 
群组设置...   参见第 134 页。

右击搜索将显示包含下列操作的内容菜单。 
搜索...   参见第 12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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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3 列表窗格
列表窗格列出在树窗格中所选的数据组中包含的数据。根据 第 56 页指定的列表选项显示每
个项目。
• x、y、u’、v’、 Dx、 Dy、 Du’ 和 Dv’ 项目以四位小数显示。其它色度数据以两位小数

显示。可以更改小数的位数。请参见 第 65 页 了解详情。
• SpectraMagic DX 软件通过使用比实际显示的值更精确的数值执行内部计算提高计算精确

度。因此，由于四舍五入或色空间转换的原因，最终显示的实际数位可能与设备显示相差
一个最低有效位。

• 对于提供的数据具有多个群组特性的仪器（如 CM‑M6 的数据具有 6 或 12 个群组特
性），将使用所需数据行数显示单个测量（每个群组特性一行）。

列表窗格的内容和 Canvas 窗格中的图形对象功能根据树窗格中的所选数据组而变，如下所
示：

■■ 所有数据 - 标样

列出文档文件中的所有标样数据。

图形对象功能

绝对值图 显示最近所选的单个标样。
色差图 显示最近所选的单个标样。
光谱图 显示最近所选的单个标样（无色差指示）。
趋势图 显示列表中的所有标样数据。
2轴图形 显示最近所选的单个标样。
带有标样显示属性的数字对象 显示最近所选的单个标样的数值。
带有试样显示属性的数字对象 无显示。

■■ 所有数据 - 试样

列出文档文件中的所有试样数据。

图形对象功能

绝对值图 显示列表中所有数据的分布。
色差图 无显示。
光谱图 显示所选数据（无色差指示）。
趋势图 显示列表中的所有数据。
2轴图形 显示列表中的所有数据。
带有标样显示属性的数字对象 无显示。
带有试样显示属性的数字对象 显示所选数据的数值（选定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数据时列表中的第一个

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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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样分类 - 绝对值数据

在文档文件中的所有试样数据中，仅列出未链接任何标样数据的试样数据（也就是绝对值
试样数据）。

图形对象功能

绝对值图 显示列表中所有数据的分布。
色差图 无显示。
光谱图 显示所选数据 （无色差指示）。
趋势图 显示列表中的所有数据。
2轴图形 显示列表中的所有数据。
带有标样显示属性的数字对象 无显示。
带有试样显示属性的数字对象 显示所选数据的数值（选定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数据时列表中的第一个

数据）。

■■ 标样分类 - 标样 ** 或由群组分类 - 标样  **

在文档文件中的所有试样数据中，仅列出链接至所选标样数据的试样数据。

图形对象功能

绝对值图 显示列表中所有数据的分布。
色差图 显示列表中所有数据的分布。（在 DL*a*b* 图中，显示对比色调轨迹

和对比色度轨迹。）
光谱图 显示标样数据和所选数据 （无色差指示）。

• 如果选择多个数据，色差指示将不会显示。
趋势图 显示列表中的所有数据（显示参考行）。
2轴图形 显示列表中的所有数据。
带有标样显示属性的数字对象 显示标样数据。
带有试样显示属性的数字对象 显示所选数据的数值（选定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数据时列表中的第一个

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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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3.1 列表窗格右键菜单
右击列表窗格将显示包含下列操作的内容菜单。可用操作取决于是选择标样还是试样以及所选
数据数量。

全部导出 打开弹出菜单，将列表窗格中的所有标样和试样导出为多种文件格式。
导出为 CSV 文件 （文件扩展名：csv）将数据导出为在 Windows 区域设置中指定

的由列表分隔符字符分隔的文本文件。
导出为 Excel 文件 （文件扩展名：xlsx）将数据导出为 Excel 文件。
导出为文本文件 （文件扩展名：txt）将数据导出为制表符分隔文本文件。
导出为 XML 文件 （文件扩展名：xml）将数据导出为 xml 文件。

导出 打开弹出菜单，将所选标样和试样导出为多种文件格式。

导出为 CSV 文件 （文件扩展名：csv）将数据导出为在 Windows 区域设置中指定
的由列表分隔符字符分隔的文本文件。

导出为 Excel 文件 （文件扩展名：xlsx）将数据导出为 Excel 文件。

导出为文本文件 （文件扩展名：txt）将数据导出为制表符分隔文本文件。

导出为 XML 文件 （文件扩展名：xml）将数据导出为 xml 文件。

剪切 剪切所选试样。参见 第 120 页。
复制 复制所选标样和试样。参见 第 120 页。
粘贴 粘贴之前剪切或复制的标样和试样。参见 第 120 页。

删除 删除所选标样和试样。参见 第 121 页。

工具
变更指向标样... 打开用于变更指向标样的对话框。参见 第 122 页。
变更为标样 将试样变更为标样。参见 第 88 页。
平均 平均所选标样或试样并添加平均值作为新标样或试样。 

参见 第 123 页。
工作标样 打开用于将所选试样设置为主标样下的工作标样的对话框。 

参见 第 90 页。

容差设置... 打开数据设置对话框，容差设置作为所选类别，以设置当前标样
的容差。参见第 96 页。

写入标样 （只有连接仪器时才显示。）
将所选数据作为标样数据写入仪器内存中。参见 第 160 页。

连续打印 （仅当选择一个或多个试样时启用。）
将所选试样打印到串行打印机中。参见第 148 页。

放大列表 增加列表的放大率。
缩小列表 减少列表的放大率。
恢复列表尺寸 将列表的放大率重置为默认值。

数据特性... 打开所选标样或试样的数据特性对话框。参见 第 13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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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3.2 处理列表数据

■■ 选择列表数据

要选择单次测量，单击包含该测量的行的最左侧单元格。对于具有多个群组特性并包括多行数
据的测量（如使用 CM‑M6 进行的测量），选择测量中任一行数据的最左侧单元格将选中所有
测量数据行。

要选择多个连续测量，单击第一个或最后一个测量的最左侧单元格，按住鼠标左键，并拖动选
择所需的剩余测量，或单击第一个测量的最左侧单元格，按住键盘上的 Shift，并单击最后一
个测量的最左侧单元格。

要选择多个单独的测量，单击所需测量的最左侧单元格，按住键盘上的 Ctrl，并单击每个其他
所需测量的最左侧单元格。

要选择列表窗格中显示的所有数据，单击列表窗格顶行（包含列标签的行）中的最左侧单元
格。

■■ 复制列表数据

选择（突出显示）一个或多个测量时，从编辑菜单中选择复制或右击所选（突出显示）数据并
从显示的内容菜单中选择复制。可以将复制的数据粘贴到另一文档或如 Excel 等的电子制表软
件。

■■ 剪切列表数据

选择（突出显示）一个或多个测量时，从编辑菜单中选择剪切或右击通过选择所有数据部分中
的标样或试样显示的数据列表中的所选（突出显示）数据，并从显示的内容菜单中选择剪切。
如果数据被粘贴到文档中的另一位置或另一文档，先前剪切的数据从列表中删除。
可以将剪切的数据粘贴到如 Excel 等的电子制表软件。

■■ 粘贴列表数据

单击欲粘贴数据的文档位置。
要粘贴作为一个标样的复制/剪切数据，请单击树窗格的所有数据部分中的标样，并从编辑菜
单中选择粘贴或右击列表窗格并从显示的内容菜单中选择粘贴。
要粘贴作为一个试样的复制/剪切数据，请单击树窗格的所有数据部分中的试样，并从编辑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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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中选择粘贴或右击列表窗格并从显示的内容菜单中选择粘贴。
• 无法将复制/剪切数据作为一个试样粘贴至所复制或剪切数据所在的文档文件。
• 无法将复制/剪切数据作为标样下的一个试样粘贴。 

■■ 删除列表数据

选择（突出显示）一个或多个测量时，从编辑菜单中选择删除或右击所选（突出显示）数据并
从显示的内容菜单中选择删除。如果选定多个数据，将同时删除所有所选数据。删除标样数据
时，与标样数据链接的试样数据失去其属性并变为绝对数据。



122

第 2 章： 操作指南

2.7.3.3 改变标样数据的链接
任意及所有的试样数据都可以与任意标样数据链接。可以随时更改链接。

1. 选择（突出显示）要更改其链接的试样数据，从数据菜单中选择工具，然后从出现的弹出
菜单中选择变更指向标样...，或右击所选（突出显示）的列表数据，从出现的内容菜单中选
择工具，然后从显示的内容菜单中选择变更指向标样。

选择此命令时，显示标样链接对话框。

2. 指定标样数据的链接。

■■ 标样链接对话框

链接设置
指向指定标样

选定指向指定标样时，单击编号文本框中的 q  按钮并从显示的窗口中选择标样。选定
的标样将被指定为用于该试样色差测量的标样数据。

不指向标样
删除所选数据至任何标样数据的链接，数据将变为绝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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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3.4 添加平均数据
您可以从列表数据中选择几个所需数据，获取平均值并添加结果为新数据。

1. 选择几个数据后，从数据菜单中选择工具，然后从显示的弹出菜单中选择平均，或右击所选
（突出显示）的列表数据，从出现的内容菜单中选择工具，然后从显示的内容菜单中选择平
均。

显示带有下列信息的对话框：“确认添加平均数据吗？”

2. 点击 [ 是 ] 按钮。

平均数据添加至列表中。
• 此处执行的平均计算首先平均光谱反射率或XYZ数据以获取稍后用于色度数据计算中的数

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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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3.5 筛选数据
可筛选列表窗格中的数据，以便仅显示满足特定数据列表选项条件的数据。

1. 将光标悬停在要筛选的数据列表选项的标题单元格上。将显示筛选器小图标 。

2. 单击 。将打开筛选器对话框，显示数据列表选项的所有值列表，其中每个值旁边带有复
选框。

3. 通过选中/取消选中每个值旁边的复选框筛选列表窗格屏幕中的测量。 

选中复选框时，将显示与该值相对应的测量；取消选中复选框时，与该值相对应的测量将
不会显示。
单击全部旁边的复选框将选择/取消选择列表中的所有复选框。
还可通过单击 [ 清空滤镜 ] 选择所有值。

4. 根据要求设置筛选器后，再次单击 。将关闭数据列表选项的筛选器对话框。

• 筛选器条件将在列表窗格窗口的底部状态栏中显示。
• 可以组合多个数据列表选项的筛选器。设置多个筛选器时，仅会显示与所有筛选器相对应

的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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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3.6 搜索数据
可以在文档中搜索满足特定条件的测量以便仅在列表窗格窗口中显示这些测量。

1.从编辑菜单中选择搜索...。将显示搜索对话框。
• 还可通过右击树窗格并从出现的内容菜单中选择搜索...，或按计算机键盘上的 Ctrl + F 

打开搜索对话框。

2.指定搜索条件并单击 [ 搜索 ]。
搜索完成后，将关闭搜索对话框，搜索将添加到树窗格窗口的搜索部分中，且满足搜索条
件的测量将显示在列表窗格窗口中。

■■ 搜索对话框

名称： 输入搜索名称。此名称将显示在树窗格窗口的搜索部分中。

范围 搜索范围： 选择搜索范围的数据组。只限选择单个数据组。
仪器： 选择搜索范围的仪器。如果文档包含使用多个仪器执行的测量，可

以选择多个仪器。
群组特性： 选择搜索范围的群组特性。可用特性取决于文档。可以选择多个特性。

条件 设置搜索条件。
1. 单击最左侧组合框并从出现的下拉列表中选择将用作搜索条件的列表选项。
2. 单击中间组合框并选择将应用于最右侧搜索文本框中的文本输入的条件（包

含、不包含、等于、不等于）。
3. 单击最右侧文本框并输入将用作搜索条件的文本。
4. 要添加第二个搜索条件，重复以上 1 至 3 并选择应使用 AND（将仅选择同时

满足两个条件的测量）还是 OR（将选择满足任一条件的测量）组合条件。

• 如果未指定条件，将选择满足范围的测量。

■■ 编辑搜索

要编辑搜索，右击要编辑的搜索名称并从出现的内容菜单中选择编辑…。将显示搜索对话框以
及之前的搜索设置。
根据要求更改搜索设置并单击 [ 搜索 ]。 

■■ 删除搜索

要删除搜索，右击要编辑的搜索名称并从出现的内容菜单中选择删除。将删除所选搜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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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3.7 调整列宽
列表窗格中的列宽调整如下：

■■ 手动调整列宽

将光标移至列表窗格标题栏中的两列间的边界。光标变为双向箭头，此时可以通过单击并拖动
边界至所需宽度来调整列宽。

■■ 自动调整单列宽

可以自动调整单列宽以适合其包含的数据。 
右击列表窗格的标题栏并从出现的内容菜单中选择最匹配。将自动调整当前所选列宽。

■■ 自动调整所有列宽

可以自动调整所有列宽以适合每列包含的数据。
右击列表窗格的标题栏并从出现的内容菜单中选择“最匹配（所有栏）”。将自动调整所有列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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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4 Canvas 窗格
Canvas 窗格显示一个或最多 10 个已放置图形、标签等对象的 Canvas。SpectraMagic DX 
提供可以根据需要放在 Canvas 上的多种类型的对象。 
• 关于图形对象的详细信息，请参见第 175 页。

2.7.4.1 Canvas 窗格工具栏
Canvas 窗格底部具有 3 个提供不同功能的工具栏。

Canvas 工具栏

Canvas 视图工具栏

Canvas 窗格工具栏

■■ Canvas 工具栏

启用 Canvas 编辑时，Canvas 工具栏显示在每个 Canvas 的底部，可将各种对象放在 Canvas 上。

① ② ③ ④
① 图形对象类别

从光谱图、L*a*b* 图、Hunter Lab 图、DL*a*b* 色差图、Hunter DLab 色差图、趋势
图、多通道图、2轴图形或直方图对象中选择。

② 形状/标签对象类别
从线形、矩形、图像、文本标签或仿真色对象中选择。

③ 数据对象类别
从数据列表、数据标签或统计对象中选择。

④ 对象排列
排列重叠对象的顺序。

■■ Canvas 视图工具栏

Canvas 视图工具栏位于 Canvas 窗格的底部，用于添加/删除 Canvas 或选择它们是显示为选
项卡还是平铺显示。

① ② ③ ④ ⑤
①  如果 Canvas 视图工具栏空间太窄而难以显示所有 Canvas 选项卡，则便于在 Canvas 选项

卡之间移动 
② Canvas 选项卡（Canvas 显示为选项卡时）
③ 添加 Canvas。
④ 将 Canvas 显示为选项卡。
⑤ 将 Canvas 显示为平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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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nvas 窗格工具栏

Canvas 窗格工具栏显示在文档窗口状态栏的右端，用于打印 Canvas、启用/禁用 Canvas 编
辑并调整 Canvas 放大率。

① ② ③ ④
① 打印功能

设置打印设置或进行打印。
② 启用/禁用编辑

单击一次可启用 Canvas 窗格编辑。（按钮将变为绿色，且网格和标尺将显示在当前所
选 Canvas 上。）
再次单击可禁用 Canvas 窗格编辑。（Canvas 工具栏不会显示在 Canvas 中。）

③ 放大滑块
滑动调整当前所选 Canvas 的放大率。放大值显示在滑块右侧。

④ 将 Canvas 适合窗口
调整当前所选 Canvas 的放大率，以便整个 Canvas 将适合包含该 Canvas 的窗口。

2.7.4.2 添加/删除 Canvas
文档打开时，将最少显示一个 Canvas。

要添加 Canvas，请单击 Canvas 视图工具栏中的 [ + ]，或右击任意 Canvas 选项卡或标题栏
并从出现的内容菜单中选择添加 Canvas。
• 最多可以打开 10 个 Canvas。

要删除 Canvas，右击要删除的 Canvas 并从出现的内容菜单中选择删除。将显示确认对话
框。单击 [ 是 ] 以确认 Canvas 删除或 [ 否 ] 以取消 Canvas 删除。

2.7.4.3 重命名 Canvas

1. 右击要重命名的 Canvas 的选项卡（如果 Canvas 显示为选项卡）或标题栏（如果平铺显示 
Canvas）并从出现的内容菜单中选择重命名。

当前 Canvas 名称将变得突出显示。 

2. 输入所需的 Canvas 名称并单击 [ 确定 ]

新名称将应用于 Canvas 且该名称不再突出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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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形对象

单击图形对象按钮  时，将显示以下图形对象选择面板。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① 光谱图对象 [光谱]

② 绝对值图 [L*、a* ‑ b*] 对象

③ 绝对值图 [L(Hunter)、a(Hunter) 
‑b(Hunter)] 对象

④ 色差图 [DL*、Da* ‑ Db*] 对象

⑤ 色差图 [DL(Hunter)、Da(Hunter) ‑ 
Db(Hunter)]

⑥ 趋势图对象 [趋势]

⑦ 多通道图对象 [多通道图形]

⑧ 2轴图形对象 [2轴]

⑨ 直方图

要添加图形对象，单击所需对象按钮，将其拖到 Canvas 窗格中并放在所需位置。将显示群组
特性对话框。选择要用于图形对象的仪器和群组特性。

■■ 形状/标签对象

单击形状/标签对象按钮  时，将显示以下形状/标签对象选择面板。 

① ② ③

④ ⑤

① 线对象

② 矩形对象

③ 图形对象

④ 标签对象

⑤ 仿真色对象

要添加形状/标签对象，单击所需对象按钮，将其拖到 Canvas 窗格中并放在所需位置。
• 添加仿真色对象时，显示群组特性对话框。选择要用于仿真色对象的仪器和群组特性。

■■ 数据对象

单击数据对象按钮  时，将显示以下数据对象选择面板。

① ② ③

① 数据列表对象

② 数据标签对象

③ 统计对象

要添加数据对象，单击所需对象按钮，将其拖到 Canvas 窗格中并放在所需位置。
• 添加数据标签或统计对象时，显示群组特性对话框。选择要用于数据对象的仪器和群组特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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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4.4 启用/禁用 Canvas 窗格编辑
图形，图表以及它们的组成部分都称为图形对象。 
只有 Canvas 窗格设置为编辑模式后才可将图形对象添加至 Canvas 窗格或编辑其设置。当编
辑模式禁用时，无法移动图形对象且无法更改其设置。

■■ 启用编辑模式

在 Canvas 窗格工具栏中，单击 。按钮将变为绿色，且网格和标尺将在 Canvas 窗格中

显示以指示编辑模式已启用。

■■ 禁用编辑模式

在 Canvas 窗格工具栏中，单击 。按钮将从绿色变为灰色，且 Canvas 窗格中的网格和

标尺将不会显示。

2.7.4.5 将对象添加至 Canvas 窗格

1. 启用 Canvas 窗格编辑时，单击 Canvas 工具栏中所需类型的图形对象按钮。

将显示对象选择面板，包含所选类别中的多种图形对象按钮。

2. 单击所需对象按钮并在出现的弹出窗口中单击该对象的所需类型，将弹出项目拖到 Canvas 
窗格中并放在所需位置。 
图形对象将以默认尺寸放在该位置，且带有操控点的文本框显示于图形对象周围。拖动相
应的操控点以按需更改对象的尺寸。

操控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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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4.6 编辑图形对象

■■ 选定图形对象

单击已粘贴至 Canvas 窗格的图形对象的框的内部时，图形对象被选中。您可以通过按住Shift 
键的同时选择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对象以将它们选定。
当拖动光标将图形对象圈入时，也将选定对象。如果您圈入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图形对象时，即
选定所有包括在内的图形对象。
• 选定单个图形对象时，特性按钮栏将在该对象的右上角显示。有关特性按钮栏的详情，请

参阅从 第 175 页开始的每个图形对象的详情。
• 无法选择多个文档文件内的图形对象。

■■ 取消选定图形对象

点击除了粘贴图形对象的任何其它地方，或点击 ESC 键。已选定了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图形对象
时，按住 Shift 键的同时点击一个对象，仅取消选定此对象。

■■ 更改图形对象的尺寸

点击并选定一个图形对象并将光标移至文本框上的一个操控点。当光标的形状变为双向箭头
时，拖动操控点更改对象的尺寸。

调整对象大小时，将显示绿色准线以便对齐其他对象的边缘或中心，或匹配对象尺寸。

■■ 移动图形对象

点击并选定一个图形对象并将光标移至文本框内的任一点上。光标将变为十字双向箭头。将对
象拖至所需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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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对象时，将显示绿色准线以便对齐其他对象的边缘或中心。

■■ 复制图形对象

点击并选定一个图形对象。右击对象并从显示的内容菜单中选择 复制 。您也可以通过按住 
Ctrl 键的同时按 C 键以将其复制。当您按住 Ctrl 键的同时拖动一个对象，对象的一个副本被
拖动和粘贴。选定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对象时，将同时复制所有选定的对象。
• 当 Canvas 窗格编辑模式禁用且已复制对象时，复制的对象还可粘贴到其他软件中，如文字

处理或电子制表软件。

■■ 剪切图形对象

点击并选定一个图形对象。右击对象并从显示的内容菜单中选择 剪切 。您也可以通过按住 
Ctrl 键的同时按 X 键以将其剪切。选定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对象时，将同时剪切所有选定的对
象。
• 剪切的对象还可粘贴到其他软件中，如文字处理或电子制表软件。

■■ 粘贴图形对象

右击并从显示的内容菜单中选择 粘贴 。您也可以通过按住 Ctrl 键的同时按 V 键以将其粘贴。
打开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文档文件时，您可以从一个打开的文档中复制一个对象并将其粘贴于另
一文档文件的 Canvas 窗格中。

■■ 更改图形对象的顺序

当图形对象在 Canvas 上重叠时，可通过选择对象、单击对象排列按钮  并从出现的弹出菜

单中选择所需操作更改对象顺序。
向前：  向上移动对象一层。
向后： 向下移动对象一层。
移至当前： 将对象移至最顶层。
移至后面： 将对象移至最底层。

■■ 删除图形对象

单击并选定一个图形对象，然后按删除键。选定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对象时，将同时删除所有选
定的对象。



133

第 2 章： 操作指南

2.7.5 使用/不使用层叠功能排列窗口
打开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文档时，可以选择以选项卡排列、层叠排列或平铺排列显示文档窗口。

1. 在数据面板工具栏的右端，单击按钮以选择文档窗口的所需显示方式。

  将文档窗口显示为选项卡。

  平铺文档窗口。

  层叠文档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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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数据管理
2.8.1 数据组
标样可分配给群组，以便轻松管理测量数据。每个标样最多可从属于 5 个群组，且可在文档中
创建 50 个群组。

2.8.1.1 创建群组

1. 从数据菜单中选择群组设置。将显示群组设置对话框。

2. 单击群组编号所对应的群组名称列以设置或更改其名称。光标将变为闪烁线，指示名称文
本可编辑。

3. 输入群组的所需名称。

4. 重复步骤 2 和 3 以设置所有群组的所需名称。

5. 设置所有所需的群组名称后，单击 [ 确定 ]。将设置群组名称并关闭对话框。

2.8.1.2 编辑群组名称

1. 从数据菜单中选择群组设置。将显示群组设置对话框。

2. 单击群组编号所对应的群组名称列以更改其名称。光标将变为闪烁线，指示名称文本可编
辑。

3. 根据要求更改群组名称。

4. 重复步骤 2 和 3 以编辑其他群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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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根据要求编辑所有群组名称后，单击 [ 确定 ]。将存储群组名称并关闭对话框。

2.8.1.3 删除群组
• 删除群组不会删除属于该群组的数据。 

1. 从数据菜单中选择群组设置。将显示群组设置对话框。

2. 单击要删除的群组的名称或编号。

3. 单击 [ 删除 ]。所选群组将被删除且群组名称将变为空白。

4. 重复步骤 2 和 3 以删除其他群组（如需）。

5. 删除所有所需的群组后，单击 [ 确定 ]。将关闭对话框。

2.8.1.4 将标样添加至群组

1. 在树窗格中，右击要添加至群组的标样名称并从出现的内容菜单中选择数据特性…。将显示
数据特性对话框。 

• 还可通过选择树窗格的所有数据部分中的标样，然后双击列表窗格中所需标样的名称，
或右击列表窗格中所需标样的名称并从显示的内容菜单中选择数据特性...，打开数据特
性对话框。

2. 在数据特性对话框的群组：部分中，单击任何群组框并从出现的下拉列表中选择要将标样
添加至其中的群组。

3. 在下拉列表中选择空白行将不会设置该群组框的任何群组。

• 可为 5 个群组框各选择一个群组，因此最多可将标样添加至 5 个群组。

4. 根据要求选定群组后，单击 [ 关闭 ]。将关闭对话框，标样将添加至所选群组，且该标样将
在树窗格的由群组分类部分中的每个所选群组中显示。

2.8.1.5 从群组中删除标样

1. 在树窗格中，右击要从群组中删除的标样名并从出现的内容菜单中选择数据特性…。将显示
数据特性对话框。 

• 还可通过选择所有数据中的标样，然后双击列表窗格中所需标样的名称，或右击列表窗
格中所需标样的名称并从显示的内容菜单中选择数据特性...，打开数据特性对话框。

2. 在数据特性对话框的群组：部分中，单击要将标样从中删除的群组所对应的群组框并在出
现的下拉列表中选择空白行。

3. 单击 [ 关闭 ]。将关闭对话框并在树窗格的由群组分类部分中更新标样的群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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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2 数据特性

2.8.2.1 显示数据特性
可以显示列表窗格中选定数据的属性。

1. 选定列表窗格中的数据。

• 若要选择数据以列出，请参见第 120 页。若要选择标样数据，从树形结构中选择所有
数据 ‑ 标样，并在显示数据组中选择数据。

• 在列表窗格中选定两个或两个以上数据时，您可以使用数据特性对话框中的 [ < 上一个 ] 
和 [ 下一个 > ] 按钮逐个控制所选数据。

2. 从数据菜单中选择数据特性。显示数据特性对话框。

• 还可通过右击列表窗格中的数据并从显示的内容菜单中选择数据特性...或通过双击列表
窗格中的数据打开数据特性对话框。

3. 按需选定或指定数据特性，并单击 [ 关闭 ] 以关闭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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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特性对话框

• 以 è 标记的项目仅由 SpectraMagic DX 专业版本支持。

数据选项卡
数据选项卡显示有关当前数据的信息。 
可以编辑或更改下列信息。

名称
注释
群组：（仅针对标样显示）单击每个群组选择器并从出现的下拉列表中选择所需的群组。
有关群组的更多信息，请参见 第 134 页。
选项（辅助数据信息） è 

• 仅可更改项目信息。无法在此处更改标题。

颜色选项卡 è

颜色选项卡显示有关链接至当前数据的标样（如有）信息、视觉评估，以及当前数据的仿真
色。 
可以编辑或更改下列信息。

视觉评估（参见 第 138 页。）
仿真色：选择具有多个群组特性（如多角度）的测量时，可通过单击当前仿真色并从出现
的下拉列表中选择所需的群组特性查看每个群组特性的仿真色。

仪器选项卡
仪器选项卡显示用于测量的仪器信息。无法更改此选项卡中显示的信息。 



138

第 2 章： 操作指南

2.8.2.2 设置数据的视觉评估 è
• 本功能仅由 SpectraMagic DX 专业版本支持。

1. 选择数据特性对话框中的颜色选项卡。

2. 在标样框中，单击视觉评估的当前设置并从无（无视觉评估）、通过、失败或警告中选择
所需值。

• 要设置所选视觉评估结果是否会影响综合判断，请参见 第 10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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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文档/数据库操作
2.9.1 新建新文档
要创建新文档，从文档菜单中选择新建。将创建新文档。
• 如果已经定义了默认模板文件，新文档将使用该模板。 

2.9.2 打开已有文档
您可以通过执行下列步骤从数据库中打开已有文档。

1. 从文档菜单中选择从数据库打开。

将显示数据库视图对话框。

2. 双击要打开的文档，或选择文档并单击 [ 打开 ]。将关闭对话框并打开此文档。

2.9.3 以相同名称将文档保存到数据库
要将当前活动的文档以其当前名称保存到数据库，从文档菜单中选择保存到数据库。将保存此
文档。
• 如果此文档之前未保存到数据库，将显示数据库视图对话框。继续以下步骤 2“以不同名称

将文档保存到数据库”。

2.9.4 以不同名称将文档保存到数据库
要将新创建的文档首次保存到数据库，或以不同的名称将当前活动的文档保存到数据库，执行
下列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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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从文档菜单中选择另存为。将打开数据库视图对话框。

2. 在名称文本框中输入所需的文档名称。

• 要将文档保存在除数据库根文件夹之外的文件夹中，选择应将文档保存到其中的文件
夹。

3. 单击 [ 保存 ] 。将保存此文档并关闭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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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5 数据库视图对话框
从文档菜单中选择从数据库打开或另存为时，会打开数据库视图对话框。

对于从数据库打开 对于另存为或保存到数据库
[ 创建文件夹 ]

打开对话框以创建文件夹。

[ 重命名 ] 
打开对话框以重命名当前所选文档或文件夹。

[ 删除 ]
删除当前所选文档或文件夹。
• 如果所选文件夹不为空则会禁用。

[ 打开 ] 
（使用从数据库打开进入对话框时显示） 
打开所选文档。

[ 保存 ] 
（如果从未保存文档，使用另存为或保存到数据库进入对话框时显示） 
以名称编辑框中输入的名称保存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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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库对话框右键菜单

■■ 选择文档时

删除 确认后，将当前所选文档移动到垃圾文件夹。
• 如果所选文档在垃圾文件夹中，从数据库中删除所选文档。

重命名 打开对话框以重命名所选文档。
移动 打开对话框，将所选文档移动到另一文件夹。

■■ 选择文件夹时

删除 从数据库中删除所选文件夹。 
• 如果当前所选文件夹不为空则会禁用。

重命名 打开对话框以重命名所选文件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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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6 创建文件夹
可在数据库视图对话框中创建文件夹以便在数据库中组织文档。

1. 在数据库视图对话框中，单击 [ 创建文件夹 ]。将显示创建文件夹对话框。

2. 输入所需的文件夹名称。

• 最大文件夹名称长度：20 个字符。

3. 单击 [ 确定 ]。将关闭对话框且文件夹将添加至数据库并在数据库视图对话框中显示。

2.9.7 重命名文档或文件夹
1. 选择要在数据库视图对话框中重命名的文档或文件夹。

2. 单击 [ 重命名 ]。将出现重命名对话框，显示所选文档或文件夹的当前名称。
或

再次单击文档或文件夹名称（颜色会改变）。
或

右击文档或文件夹名称并从出现的弹出菜单中选择重命名。

3. 根据要求更改名称。

• 最大名称长度：20 个字符。

4. 单击 [ 确定 ]。新名称将应用于所选文档或文件夹。

2.9.8 删除文档或文件夹
1. 选择要在数据库视图对话框中删除的文档或文件夹。

• 如果所选文件夹包含文档，[ 删除 ] 按钮将被禁用且无法删除此文件夹。 

2. 单击 [ 删除 ]。将显示确认信息框。

3. 单击 [ 确定 ] 以确认删除。将关闭信息框并删除所选文档或文件夹。

• 要取消删除，单击 [ 取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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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9 在文件夹之间移动文档
可在根文件夹和命名的文件夹之间移动文档或从一个命名的文件夹移动到另一个。

1. 右击要在文件夹之间移动的文档并从出现的内容菜单中选择移动。将显示移动对话框。

2. 单击当前文件夹名称并从出现的下拉列表中选择要将文档移动到其中的文件夹。

• 选择“（无）”，将文档从命名的文件夹移动到根文件夹。

3. 单击 [ 确定 ]。文档将移动到所选文件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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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 打印
可从文档菜单或 Canvas 窗格工具栏中打印 Canvas 窗格。

2.10.1 页面设置
1. 从文档菜单中选择页面设置...。显示页面设置对话框。

• 还可通过单击 Canvas 窗格工具栏中的打印按钮 ，然后在出现的选择窗格中单击  
打开页面设置对话框。

2. 在页面设置对话框中指定所需的设置。

3. 单击 [ 确定 ] 确认设置并关闭对话框。

■■ 页面设置对话框

纸张
纸张尺寸
单击当前纸张尺寸设置旁边的向下箭头并从出现的下拉列表中选择要使用的纸张尺寸。

方向
单击所需方向的单选按钮：纵向或横向。

页边距
指定左、右、顶和底页边距。可以在 0 至 50 (mm) 范围内指定页边距。显示页边距位置的
虚线将在 Canvas 窗格中显示。当放置图形对象时，此线作为参考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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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2 从菜单中打印
1. 从文档菜单中选择打印。将出现文档预览对话框，显示 Canvas 窗格的打印效果。

2. 单击 [ Print (打印) ]。将打开标准 Windows 打印对话框，显示当前所选打印机以及各种打
印设置。 
检查设置并执行任何必要更改后，单击标准 Windows 打印对话框中的 [ 打印 ]。 

• 单击文档预览对话框中的 [ Quick Print (快速打印) ] 而不是 [ Print (打印) ] 将跳过 
Windows 打印对话框并立即开始打印。

■■ 文档预览对话框

Print (打印) 打开标准 Windows 打印对话框。
Quick Print (快速打印) 跳过 Windows 打印对话框并在当前设置下进行打印。
Page setup (页面设置) 打开页面设置对话框。
Zoom In（放大） 增加预览图像的放大率。
Zoom Out（缩小） 减小预览图像的放大率。
Zoom（缩放） q 打开预览图像的放大率下拉列表。
Best Fit（最匹配） 使整个打印预览图像适合预览窗口。
Close（关闭） 在不打印的情况下关闭预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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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3 从 Canvas 窗格中打印
1. 单击 Canvas 窗格工具栏中的打印按钮 ，然后在出现的选择窗格中单击 。 

将出现打印预览对话框，显示 Canvas 窗格的打印效果。

2. 单击 [ Print (打印) ]。将打开标准 Windows 打印对话框，显示当前所选打印机以及各种打
印设置。 
检查设置并执行任何必要更改后，单击标准 Windows 打印对话框中的 [ 打印 ]。 

• 单击打印预览对话框中的 [ Quick Print (快速打印) ] 而不是 [ Print (打印) ] 将跳过 
Windows 打印对话框并立即开始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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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4 使用串行打印机
可随需要或在每次测量后自动使用串行打印机打印测量数据。
可在串行打印机设置对话框中设置要打印的数据和打印格式（页眉/页脚内容）以及打印机通
讯设置。

2.10.4.1 设置串行打印机通讯设置

1. 从文档菜单中选择串行打印机设置...。将显示串行打印机设置对话框。

2. 单击 [ 通讯设置 ]。将显示通讯设置对话框。

3. 设置与串行打印机通讯的合适设置。

4. 单击 [ 确定 ] 确认设置并关闭对话框。

2.10.4.2 设置串行打印机打印。

1. 从文档菜单中选择串行打印机设置...。将显示串行打印机设置对话框。

2. 根据要求设置各种对话框设置。

3. 单击 [ 确定 ] 确认设置并关闭对话框。

■■ 串行打印机设置对话框

页眉
打印 选中此复选框以在连续打印中打印页眉。 
选中打印时，页眉内容文本框和页眉编号组合框将变为活动状态。设置各框的所需内容。

• 用于设置页眉内容中的日期、时间等项的特殊字符串将在此节后显示。

标样打印选项
打印标样选项 选中此复选框以打印标样选项。 

• 选中打印标样选项时，标样选项下拉框将变为活动状态。选择要打印的所需选项。可供
打印的选项将为列表窗格中显示的选项，差异选项除外。

打印机设置
[ 打印 ] 打印当前所选试样。如果选中打印标样选项，还将打印标样数据。

[ 通讯设置 ] 打开用于设置串行打印机通讯设置的对话框。

测量后自动打印 选中此复选框以在每次测量后自动打印数据。

试样打印选项
选择要打印的所需选项。可供打印的选项将为列表窗格中显示的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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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脚
打印 选中此复选框以在连续打印中打印页脚。 
选中打印时，页脚内容文本框和页脚编号组合框将变为活动状态。设置各框的所需内容。
用于设置页脚内容中的日期、时间等项的特殊字符串将在此节后显示。

■■ 用于页眉/页脚的特殊字符串

下表中的字符被识别为特殊符号，并会在打印过程中替换为相应的值。
在页眉内容或页脚内容文本框中输入这些字符的组合。最多可以使用 27 个字母数字字符。

字符串 相对应数据
$N 在内容文本框右侧的编号框中指定的编号
$D 测量日期
$M 测量月份
$Y 测量年份
$h 测量的小时数
$m 测量的分钟数
$s 测量的秒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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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导出/导入文件
2.11.1 SpectraMagic DX 文件
SpectraMagic DX 将文档中的数据存储到数据库。
不过，为了传送包含数据的文档，SpectraMagic DX 具有自己的 mesx 文件格式。

2.11.1.1 将文档导出到 SpectraMagic DX 文件中
要将文档导出到单独的文件（*.mesx 格式）中，执行下列步骤。

1. 从文档菜单中选择导出到文件...。将显示文件导出对话框。

2. 在另存为类型：下拉列表中选择 SpectraMagic DX 数据文件 (*.mesx)。

3. 指定文件名并单击 [ 保存 ] 以将文档导出到文件中。

以 SpectraMagic DX 软件的原始文件格式将文档另存为数据文件（带有“.mesx”文件扩
展名）。

文档文件包含下列数据：
• 试样数据
• 标样数据
• 观察角以及光源设置
• 默认容差
• 每个标样的容差
• 判断显示设置
• 列表窗格中指定的列表选项
• 粘贴于 Canvas 窗格的图形对象及它们的尺寸和位置信息
• 界面设置系数

2.11.1.2 导入 SpectraMagic DX 文件
要从文件中（*.mesx 格式）导入文档，执行下列步骤。

1. 从文档菜单中选择从文件导入...。将显示文件导入对话框。

2. 从对话框右下角的下拉列表中选择 SpectraMagic DX 数据文件 (*.mesx)。

3. 选择所需文件并单击 [ 打开 ] 以导入数据。

所选文档将导入到 SpectraMagic DX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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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2 导入 SpectraMagic NX (CM-S100w) 文件
除了 SpectraMagic DX 创建的文档外，还可打开之前色彩数据软件 SpectraMagic NX (CM‑ 
S100w) 2.0 或更高版本创建的数据文档（*.mes 文件）并通过执行下列步骤将数据导入到新文
档中。

1. 从文档菜单中选择从文件导入... 。将显示文件导入对话框。

2. 从对话框右下角的下拉列表中选择 SpectraMagic NX 数据文件 (*.mes)。

3. 选择所需文件并单击 [ 打开 ]。 将显示一个对话框，用于选择创建MES文件时使用的区域
设置。

4. 选择区域设置，然后单击[确定]导入数据。将所选文档作为新文档导入到 SpectraMagic 
DX 中。

2.11.3 导入文本数据文件 è
• 本功能仅由 SpectraMagic DX 专业版本支持。

可以通过执行下列步骤将文本格式数据文档（*.txt 或 *.csv）导入到新文档中。

1. 从文档菜单中选择从文件导入...。将显示文件导入对话框。

2. 从对话框右下角的下拉列表中选择文本 (*.txt) 或文本 (*.csv)。

3. 选择所需文件并单击 [ 打开 ] 以导入数据。将所选文档作为新文档导入到 SpectraMagic
DX 中。

• 从文本格式数据文件中导入的数据将作为手动输入的数据，且每个测量的数据属性将为
“手动输入光谱数据”或“手动输入色度数据”。

• “English” 是指 “英语（美国）” 区域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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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本数据文件的文件格式

• 数据文件必须具有以下文件格式。

•   符号代表 CR（回车）符。

光谱反射率数据的格式

100 版本号

REF 表示此为光谱反射率数据的字符串。

### 开始波长 (360 或 400)

### 结束波长 (700 或 740)

10 波长间距 (10)

39 反射波长的编号（400 至 700nm 为 31 或 360 至 
740nm 为 39，包括开始波长和结束波长）

# 存储库序号（1 或 6）

#### 数据数量 (1 至 5000)
实际输入的数据数量少于此值时，将发生读取错误。
实际输入的数据数量大于此值时，不能读取超出的数据。 

###.###    ###.### 
~ 
###.###    ###.###    数据名称

 

光谱反射率、数据名称
光谱数据以三位整数，一个小数点和三位小数表示。
整数部分少于三位时，以 0 （零）或空格代替空位。
数据名称：可输入最多由 64 个字符组成的名称。也可以
使用 2 字节的字符。（名称可以忽略。）
当光谱反射率数据和数据名称为文本格式 (.txt) 时，使用
制表符将其分隔，而当它们为 csv 格式 (.csv) 时，使用控
制面板上指定的分隔符将其分隔。

[E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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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度数据的格式

100 版本号

XYZ 表示此为色度数据的字符串。

## 观察角 (2 或 10)

# 光源编号 (1, 2 或 3)

## 光源 1 输入下列与光源相对应的字符串。

光源 字符串
A 1
C 2

D50 3
D65 4
F2 5
F6 6
F7 7
F8 8
F10 9
F11 10
F12 11
D55 12
D75 13
U50 14
ID50 15
ID65 16

## 光源 2
不使用光源 2 时忽略
此行。

## 光源 3
不使用光源 3 时忽略
此行。

# 存储库序号 (1, 2 或 3)

#### 数据数量 (1 至 5000)
实际输入的数据数量少于此值时，将发生读取错误。
实际输入的数据数量大于此值时，不能读取超出的数据。

###.###~ ###.###    数据名称  色度数据、数据名称
色度数据以三位整数，一个小数点和三位小数表示。
整数部分少于三位时，以 0 （零）或空格代替空位。
数据名称：可输入最多由 64 个字符组成的名称。也可以
使用 2 字节的字符。（名称可以忽略。）
当色度数据和数据名称为文本格式 (.txt) 时，使用制表符
将其分隔，而当它们为 csv 格式 (.csv) 时，使用控制面板
上指定的分隔符将其分隔。

[E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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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代码列表
打开文本数据文件发生错误时，显示下表中的错误代码。

说明
ERR 01 版本不是 “100”。
ERR 02 固定字符错误。固定字符不是 “REF”或 “XYZ”。
ERR 03 开始波长错误。
ERR 04 结束波长错误。
ERR 05 波长间距错误。
ERR 06 反射率波长数错误。
ERR 07 存储库序号错误。
ERR 08 光源编号错误。
ERR 09 光源 1 错误。
ERR 10 光源 2 错误。
ERR 11 光源 3 错误。
ERR 12 观察角错误。
ERR 13 数据数量不足。
ERR 14 数据数量不足。（光谱反射率数据的数据编号少于 31（400 至 

700nm）或 39（360 至 740nm），色度数据的数据编号少于 3。）
ERR 15 数据包含 “0”至 “9”以外的字符和一个小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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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仪器内存操作
对于配有标样和试样数据存储内存的仪器，以单机仪器（未连接至计算机）执行测量时所存储
于内存的标样和试样数据，可读入文档以便在 SpectraMagic DX 中使用，可将测量数据从
SpectraMagic DX 写入到仪器内存中作为标样数据，并可删除存储在仪器内存中的数据。
此外，对于可在未连接至计算机的情况下使用的仪器，还可设置在仪器单机操作过程中使用的
仪器设置（显示类型、显示色空间等）。

2.12.1 使用仪器菜单从仪器上读取数据
• 此步骤仅在连接了仪器并且软件许可证有效情况下（以电子方式或通过使用连接到计算机

的软件锁）才可执行。
• 通过使用传感器同步选项卡也可读取数据。参见第 157 页。 
• 要参看测量时由仪器设置的测量编号，请确保来自仪器组的“数据编号”是列表选项对话

框中的一个已选选项。（参见第 58 页。）

1. 从仪器菜单中选择读/写，然后从出现的弹出菜单中选择读取标样（以读取标样数据）或读
取试样（以读取试样数据）。 
读取存储在仪器中的标样或试样数据信息时，将出现显示进度的正在读取数据对话框。 
读取所有存储的数据信息时，将出现读取标样数据或读取试样数据对话框。

（以下是 CM‑25cG 的读取试样数据对话框示例。）

2. 通过单击标样或试样名旁边的复选框使其选中以选择要从仪器上读入 SpectraMagic DX 的
标样或试样。 

• 要选择所有标样或试样，单击 [ 全选 ]。
• 要取消选择所有标样或试样，单击 [ 全部取消选择 ]。

3. 选定要读入 SpectraMagic DX 的所有标样或试样时，单击 [ 确定 ]。所选标样或试样将作
为相同类型的数据（标样或试样）被读入当前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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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取试样数据时，如果任何读取的试样链接至标样，该标样也将被读入当前文档并保持
标样和试样之间的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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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2 使用传感器同步选项卡从仪器上读取数据
• 此步骤仅在连接了仪器并且软件许可证有效情况下（以电子方式或通过使用连接到计算机

的软件锁）才可执行。

仪器窗口的传感器同步选项卡将以列表的形式显示存储在仪器内存中的数据，其中包含仪器中
存储的每个测量名称和时间，以及测量数据是标样还是试样。 

由于数据显示在列表中，很容易仅选择所需的数据并将其读入当前文档中或从仪器内存中删除
所选数据。

2.12.2.1 显示传感器同步选项卡

1. 连接仪器时，单击传感器同步选项卡。

显示传感器同步选项卡。 

• 如果自连接仪器以来首次显示传感器同步选项卡，将自动读取并显示存储在仪器中的数
据。进度条将显示数据读取进度。

• 如果连接的仪器为 CM‑M6，读取的数据将为仪器设置对话框中的当前方向设置数据。
如果更改了此设置，传感器同步选项卡将刷新以显示存储在仪器中的新设置数据。根据
仪器中的数据数量，此刷新可能需要几分钟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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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感器同步选项卡

单击此处以选择/ 
取消选择所有数据。

选择 要显示的数据类型：
• 所有数据
• 标样数据
• 试样数据 

（链接至标样）
• 绝对值数据 

（未链接至标样）

单击列标题以按列升序/
降序对数据进行分类。

输入字以按数据名称或注
释搜索数据。

读取数据时的进度条

重新读取存储数据列表。

单击复选框以选择/ 
取消选择数据。

将选定的存储数据读入 
SpectraMagic DX。

从仪器内存中删除选定的
存储数据。

所选试样的色度数据。

符号含义：
 标样数据

 试样数据

• 当从仪器上读取数据以创建传感器同步选项卡列表时，将自动选择最后一个数据并在传感
器同步选项卡的顶部显示最后一个数据的色度数据。

• 要随时重新读取数据，单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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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2.2 使用右键菜单读取数据

1. 从传感器同步选项卡的列表中选择要读取的标样或试样。

• 只限选择一个标样或试样。即使选中多个标样或试样的复选框，仅当前突出显示的标样
或试样将被读入仪器。

2. 右击标样或试样并打开右键菜单。

3. 选择读取。

• 如果文档中已经存在相同名称的同一类型测量（标样或试样），将禁用右键菜单中的读
取。

4. 所选标样或试样将被读入文档。

2.12.2.3 使用读取按钮

读取按钮  可用于一次将多个所选标样和试样读入文档。使用读取按钮时，所有选中的测量
（标样和试样）将被读入文档。

1. 从传感器同步选项卡的列表中选择要读取的标样和试样。

• 可通过选中标样和试样旁边的复选框选择多个标样和试样。

2. 单击 。所选标样和试样将被读入文档。

• 如果文档中已经存在与读取测量相同名称的同一类型测量（标样或试样），会显示确认
对话框。

• 如果选定试样且所选试样链接至仪器中的标样，链接标样也将被读入文档。



160

第 2 章： 操作指南

2.12.3 将文档的标样数据写入仪器中
• 此步骤仅在连接了仪器并且软件许可证有效情况下（以电子方式或通过使用连接到计算机

的软件锁）才可执行。
• 当使用具有数据保护功能的仪器时，先关闭仪器的数据保护功能，然后再执行这一步骤。 
• 当群组特性数不同时，无法将数据写入仪器中（例如，无法将包含一个群组特性的数据写

入 6 角度 CM‑M6 中）。
• 将数据写入 CM‑M6 时，可写入仪器的数据取决于以下仪器版本号。（可在仪器窗口的仪

器信息选项卡中确认仪器版本。参见第 16 页。）
仪器版本 文档标样数据类型 写入仪器的标样/容差数据类型
1.10 或更高
版本

Double‑path 
(DP)

Double‑path (DP)

Left (L) 
Left + Right 
(L+R)

Left (L)
• 无法将 Right (R) 数据写入仪器。

1.10 之前 
版本

Double‑path 
(DP)

Double‑path (DP)
• 无法将 Left (L) 或 Left + Right (L+R) 数据写入仪器。

• 无法将试样数据写入仪器。将数据作为标样数据写入仪器之前，必须将此类数据更改为标
样数据。

1. 选择要写入仪器的标样数据：

• 要选择多个标样，在树窗格中选择所有数据 ‑ 标样并在列表窗格中选择所需标样。 
• 要选择单个标样，在树窗格的标样分类或由群组分类中选择所需标样或工作标样。

• 在树窗格的标样分类或由群组分类中选择标样或工作标样时，即使列表窗格显示所选
试样，此标样也将写入仪器。

2. 选择写入标样：

• 从数据菜单中选择写入标样...。
• 从仪器菜单中选择读/写，然后从出现的弹出菜单中选择写入标样...。
• 如果在步骤 1 中通过选择树窗格中的所有数据 ‑ 标样并选择列表窗格中的所需标样，右

击列表窗格并从出现的内容菜单中选择写入标样...。
• 如果选择多个标样，将出现对话框，询问是否执行批量写入（在当前设置下写入所有

所选标样，而不打开写入标样对话框）。要执行批量写入，单击 [ 确定 ]；所选标样将
在当前设置下全部写入仪器并完成此步骤。要继续执行写入标样对话框以在写入每个
标样之前确认其设置，单击 [ 否 ]。要取消写入标样，单击 [ 取消 ]。

• 如果在树窗格的标样分类或由群组分类中选择标样，右击树窗格中的标样或右击列表窗
格并从出现的内容菜单中选择写入标样...。

显示写入标样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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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确认要写入仪器的标样数据详情和容差。

■■ 数据类别

仪器数据

标样号
指定下载数据的仪器的标样号。打开对话框时显示的编号是已存储在仪器中的最高标样数
据+1。单击 [ 查看 ] 以查看存储在仪器中具有指定编号的标样详情。
• 使用 CM‑2600d、CM‑2500d、CM‑2500c 或 CM‑2300d 时，标样号必须连续且不能

空白。确保将标样数据写入当前使用的标样号或已存储在仪器中的最高标样号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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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ctraMagic DX 数据

数据属性
显示要写入的标样数据属性。对于测量的标样数据，显示的所有属性仅供参考且无法更改，
注释除外。对于输入标样数据，使用 CM‑700d、CM‑600d、CM‑2600d、CM‑2500d、
CM‑2500c 或 CM‑2300d 时，一些属性（如测量区域等）将启用且可以更改。
如果要为写入的标样输入注释，在数据名称/注释文本框中输入注释。（可为名称/注释输入
的字符数取决于特定仪器。）

■■ 容差类别

仪器数据
显示数据类别中所示的相同仪器数据。

SpectraMagic DX 数据

容差
显示为所选列表选项指定的容差。对于具有多个群组属性的仪器（如 CM‑M6），显示每个
可用群组属性的容差。
要在将标样数据写入仪器时启用容差，单击容差旁边的复选框。
显示的容差值为在 SpectraMagic DX 中为标样设置的值。可通过使用每个值旁边的向上/
向下箭头，或双击当前值并直接输入所需值更改这些值。 

4. 根据要求设置了所有设置（仪器上的标样号、容差设置）时，单击 [ 写入 ]。标样数据将写
入仪器。

• 如果在步骤 1 中选择了多个标样，将显示下一个所选标样的写入标样对话框。重复步骤 
2 和 3 以完成所有所选标样的标样写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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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4 删除储存在仪器中的数据

2.12.4.1 清除仪器中的所有数据

1. 从仪器菜单中选择读/写，然后从出现的弹出菜单中选择清除存储数据。将显示确认信息
框。

2. 单击 [ 确定 ] 以从仪器中删除所有数据。

• 要取消删除，单击 [ 取消 ]。

2.12.4.2 使用传感器同步选项卡从仪器中删除数据
使用 CM‑25cG、CM‑M6、CM‑700d/CM‑600d 或 CM‑5/CR‑5 时，可从仪器内存中删除所
选测量。
• 对于 CM‑2600d、CM‑2500d、CM‑2500c 或 CM‑2300d，将删除所有数据。

1. 在传感器同步选项卡的列表中选择要删除的测量。 

• 可通过选中测量旁边的复选框选择多个测量。 

2. 单击 。

3. 将显示确认对话框。

点击 [ 确定 ] 按钮删除数据。
点击取消按钮取消删除。

如果使用传感器同步选项卡删除仪器内存中的标样，链接至已删除标样的试样将变为绝对
值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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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5 设置仪器单机配置
对于可在未连接至计算机的情况下单机使用的仪器，可以设置用于仪器上单机操作的各种设置。
• 对于 CM‑5 或 CR‑5，即使未连接到仪器，也可创建单机设置文件。然后可使用 USB 闪存

将文件传送至仪器。

1. 从仪器菜单中选择单机配置。将从仪器中读取当前单机设置并显示单机配置对话框。

• 如果未连接仪器，将出现信息框，询问是否为 CM‑5 或 CR‑5 创建单机配置文件。要为
任一仪器创建单机配置文件，单击该仪器的按钮并继续以下步骤；要取消过程，单击  
[ 取消 ]。

（以下是 CM‑25cG 的单机配置对话框示例。）

• 单机配置对话框中可用的设置将根据仪器型号而变。有关各种设置的详情，请参见仪器
的使用说明书。

• 单击对话框左侧的类别以转至该类别的对话框屏幕。
• 使用 CM‑25cG、CM‑2600d、CM‑2500d 或 CM‑2500c 时，可从之前保存的配置文

件中设定设置。要从文件中设定设置，单击 [ 打开 ]。将显示打开对话框。浏览到配置文
件，并单击 [ 打开 ]。将关闭打开对话框并将单机配置对话框设置设为存储在文件中的设
置。

2. 根据要求设置所有设置后，单击 [ 确定 ]。将设置发送至仪器并关闭对话框。

• 在未连接仪器的情况下为 CM‑5 或 CR‑5 创建单机配置文件时，单击 [ 确定 ] 时将显示
另存为对话框。输入所需的文件名并单击 [ 保存 ] 以保存文件。

• 要将设置发送至仪器，而不关闭对话框，单击 [ 应用 ]。
• 要关闭对话框，而不发送设置，单击 [ 取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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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5.1 将单机配置设置保存到文件
• 此步骤仅在使用了 CM‑25cG、CM‑2600d、CM‑2500d、CM‑2500c 或 CM‑5 的情况下

才可执行。

1. 根据要求设置单机配置对话框中的所有设置后，单击 [ 保存 ]。将打开另存为…对话框。

2. 输入文件名并单击 [ 保存 ]。将更改设置并关闭另存为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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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6 遥控测量选项（在 CM-700d/CM-600d 仪器屏幕上显示
测量结果）

• 此步骤仅在连接了 CM‑700d/600d 的情况下才可执行。
当 CM‑700d/600d 已连接并用于遥控标样测量或遥控试样测量时，测量结果（如测量数据或
通过/失败判断）可在仪器的 LCD 屏幕上显示，这样即使仪器远离计算机操作时也可看到测量
结果。

1. 从仪器菜单中选择遥控测量，然后从出现的弹出菜单中选择遥控测量选项。将显示遥控测
量选项对话框。

2. 在遥控测量选项对话框中选择各种设置，如显示选项、颜色等（参见下一页）。

3. 根据要求设置所有设置后，单击 [ 确定 ]。将保存设置并关闭对话框。

• 要取消设置并关闭对话框，单击 [ 取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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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遥控测量选项对话框

[ 打开 ] 
打开对话框以打开遥控测量选项设置文件。
• 如果在打开文件中指定的任何显示选项当前未在文档的列表窗格中显示，将显示警告信

息，其中列出不在列表窗格中的选项且受影响的选项设置将更改为“无”。

[ 保存 ] 
打开对话框以将遥控测量选项设置保存到文件中。

在仪器显示屏上显示值。
当选中此框时，在此对话框中指定的选项将在每次测量后在仪器屏幕上显示。

镜面光成分
选择将在仪器屏幕上显示其设置（SCI 或 SCE）数据的镜面光成分。
• 无法在仪器屏幕上同时显示 SCI 和 SCE 的结果。

显示选项
单击 8 个显示选项中任何一项的当前设置并从出现的下拉列表中选择所需选项。 
• 要不显示选项的任何细节，选择下拉列表底部的“无”。
• 在下拉列表中显示的选项将为判断（通过/警告/失败）以及应用程序设置对话框的列表

显示设置屏幕的观察角/光源（如 “10°/D65”）类别、指数类别和特殊类别中的选
项，以下选项除外：FF、DFF、亮度、饱和度、色调、a* 评价、b* 评价、仿真色、仿
真色（标样）、不透明性 (ISO 2471)、不透明性差异 (ISO 2471)、不透明性 (TAPPI 
T425 89%)、不透明性差异 (TAPPI T425 89%)、雾度 (ASTM D1003‑97)、雾度差异 
(ASTM D1003‑97)、GU 和 DG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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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选项在仪器屏幕上显示时，选项名称可能会使用缩写形式。
• 仅在仪器屏幕上显示当前显示在文档列表窗格中的选项。如果选择未在文档列表窗格中

显示的选项，将显示警告消息，其中会列出未在列表窗格中显示但已被选中的选项，受
影响的选项将设置为“无”，且仪器屏幕将不显示该选项的任何数据。

• 如果已选选项之后从文档的列表窗格中删除，则在下次进行测量时，该选项的数据将在
仪器屏幕中显示为“‑‑‑‑‑‑”。

显示颜色
通过单击任何颜色的当前设置并从出现的下拉列表中选择所需颜色，指定要在仪器屏幕上
显示的字符和背景颜色。
将显示判断选项并向通过颜色、失败颜色和警告颜色分配颜色。剩余选项会以指定为默认
的颜色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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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其他功能
2.13.1 模板文件
SpectraMagic DX 软件提供其原始文件格式的模板文件（带有“.mtpx”文件扩展名）。模板
文件包括下列数据：
• 观察角以及光源设置
• 默认容差
• 判断显示设置
• 列表窗格中指定的列表选项
• 为辅助数据信息指定的信息
• 粘贴于 Canvas 窗格的图形对象及它们的尺寸和位置信息

安装时，几种模板文件会保存在“C:\Users\Public\Documents\SpectraMagic DX\
Templates\”文件夹中。
用于保存新模板文件的文件夹为应用程序设置：启动选项类别中的文件路径：模板文件指定的
文件夹。参见第 171 页。

2.13.1.1 导出 SpectraMagic DX 模板文件
如果通过下述步骤保存了模板文件，就可以使用 SpectraMagic DX 软件轻松打开模板文件并
将设置始终应用于当前活动的文档。

1. 从文档菜单中选择导出到文件...。将显示文件导出对话框。

2. 在另存为类型：下拉列表中选择 SpectraMagic DX 模板文件 (*.mtpx)。

3. 指定文件名并单击 [ 保存 ] 以将当前设置导出为模板。

将文档另存为 SpectraMagic DX 模板文件（带有“.mtpx”文件扩展名）。

2.13.1.2 导入 SpectraMagic DX 模板文件
可以通过导入先前创建的或 SpectraMagic DX 软件附带的模板文件更改文档格式。

1. 从文档菜单中选择从文件导入...。将显示文件导入对话框。

2. 从对话框右下角的下拉列表中选择 SpectraMagic DX 模板文件 (*.mtpx)。

3. 选择所需文件并单击 [ 打开 ] 以打开模板并将模板设置应用于当前活动的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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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1.3 导入 SpectraMagic NX (CM-S100w) 模板文件
也可将之前软件 SpectraMagic  NX (CM‑S100w)  创建和使用的模板导入并用于 
SpectraMagic DX 中。

1. 从文档菜单中选择从文件导入...。将显示文件导入对话框。

2. 从对话框右下角的下拉列表中选择 SpectraMagic NX 模板文件 (*.mtp)。

3. 选择所需文件并单击 [ 打开 ] 以打开模板并将模板设置应用于当前活动的文档。

• 用于保存模板文件的文件夹将为指定用于应用程序设置：启动选项类别中的文件路径：模
板文件的文件夹。参见 第 17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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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2 设置启动选项
可以指定在启动 SpectraMagic DX 软件时是否打开一个模板文件，是否与仪器连接以及使用
的显示语言。

1. 从文档菜单中选择应用程序设置...或单击主程序工具栏中的 。将出现应用程序设置对话
框，并选定启动选项类别。

2. 指定启动选项并单击 [ 确定 ] 以关闭对话框。

选择将在下次启动后生效。

■■ 应用程序设置对话框：启动选项类别

默认模板设置
打开模板文件

选定此选项时，将在启动时使用指定的模板文件打开空白文档。
此外，每当创建新文档时都将使用指定的模板文件。 

浏览按钮
单击 [ 浏览 ] 按钮以打开数据文件对话框并选择一个模板文件。

文件路径
导入/导出

选定此选项时，指定的文件路径将在导入或导出数据文件时用作默认路径。 
浏览按钮

单击 [ 浏览 ] 按钮以打开用于选择文件夹的浏览文件夹对话框。

模板文件
选定此选项时，指定的文件路径将在导入或导出模板文件时用作默认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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浏览按钮
单击 [ 浏览 ] 按钮以打开用于选择文件夹的浏览文件夹对话框。

仪器自动连接
在仪器模式下运行

选定此选项时，SpectraMagic DX 在仪器模式中启动，用于连接和操作仪器。
启动时与仪器建立连接

选定了此选项时，在启动时自动与仪器建立连接。
连接后显示校准对话框

选定了此选项时，在建立连接后显示校准对话框。

在演示模式下运行
选定此选项时，SpectraMagic DX 在演示模式中启动。在演示模式中，即使仪器没有实
际连接，也可以像已连接一样操作 SpectraMagic DX。试图进行测量时，将显示随机测
量结果。

显示语言
通过单击当前语言设置旁边的向下箭头选择要使用的显示语言并从下拉列表中选择所需
语言。 
可用选项包括：
日文、英文、德文、法文、西班牙文、意大利文、简体中文、繁体中文、葡萄牙文、俄文、 
土耳其文和波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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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3 查看许可信息
可在应用设置对话框的许可信息屏幕中检查在计算机上安装的 SpectraMagic DX 的当前许
可状态。

1. 从文档菜单中选择应用程序设置...或单击主程序工具栏中的 。将出现应用程序设置对话
框，并选定启动选项类别。

2. 选择许可信息类别。将出现许可信息屏幕，显示使用中的 SpectraMagic DX 的当前许可版
本。

• 要查看许可信息详情，或执行用户注册，单击屏幕中显示的 URL。

2.13.4 查看版本信息
可在应用设置对话框的版本信息屏幕中检查在计算机上安装的 SpectraMagic DX 的版本信
息。

1. 从文档菜单中选择应用程序设置...或单击主程序工具栏中的 。将出现应用程序设置对话
框，并选定启动选项类别。

2. 选择版本信息类别。将出现 SpectraMagic DX 启动屏幕图像，显示使用中的 SpectraMagic DX 
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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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5 查看使用说明书

1. 单击主程序工具栏中的  。将出现弹出菜单。

2. 从弹出菜单中选择打开 SpectraMagic DX 使用说明书。

使用说明书以 PDF 格式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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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光谱图 
3.1.1 概要
光谱图对象用于查看光谱数据（反射率、K/S、吸光率或透射率）。图形横轴代表波长 (nm)，
纵轴左边和右边分别代表光谱值和光谱值差异。

光谱图

如果测量数据包括多个群组特性数据（如使用 CM‑M6 测量的数据），可在同一图形上显示多
行（每个群组特性一行），并且可启用/禁用每个群组特性的行显示。

显示多个群组特性数据的光谱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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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按钮栏（光谱图）
选定图形时，按钮栏将在该图形的右侧显示并带有以下按钮：

打开包含以下选项的子菜单：
放大 选中时，按钮将变为 。在启用该选项的同时单击图形时，图形将放大。

单击并拖动该图形将在所选区域上放大。
缩小 选中时，按钮将变为 。在启用该选项的同时单击图形时，图形将缩小。

重置 将图形缩放等级重置为 0。
手形工具 单击时，按钮将变为 。在启用该选项的同时单击图形时，手形工具可用

于单击并拖动缩放图形以滑动图形并查看图形的其他部分。
启用/禁用自动缩放以包含所有图形试样数据。当启用自动缩放以包含所有图形试样数

据时，按钮将为 。
打开属性对话框。参见 第 179 页。

3.1.3 右键菜单（光谱图）
右击图形对象打开内容菜单。下表显示光谱图对象的可用菜单项目。
剪切 将图形剪切到剪贴板。
复制 将图形复制到剪贴板。
粘贴 粘贴之前剪切/复制的图形对象。
序列 打开子菜单以按 Canvas 窗格层顺序向前或向后移动此图形。
群组设置 打开子菜单以启用/禁用每个群组特性的线图形显示。（可以选择的特性取决

于仪器和在群组特性对话框中选择的群组特性。）如果仅一个群组特性可
用，将显示 “‑‑‑‑‑‑”。
• 如果选择多个特性，光谱值差异将不会显示。

群组特性选择 打开群组特性对话框以选择将用于在图形上显示的数据的仪器和群组特性
集。

数据类型 打开子菜单以选择要显示的数据类型。  
可用选择：反射率 (%)、K/S、吸光率或透射率 (%)

属性 打开属性对话框。参见 第 17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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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 属性对话框（光谱图）
单击属性按钮 ，从右键菜单中选择属性...或双击图形对象打开光谱图属性对话框以指定图

形的属性。 
• 要展开左侧类别列表中的类别，单击该类别名称旁边的 [ + ]。
• 要收缩已展开的类别，单击该类别名称旁边的 [ ‑ ]。

类别 包含在类别中的属性
标记/图例 子类别： 

具有一个群组特性的数据：
具有多个群组特性的数据：  

‑‑‑‑‑‑
每个群组特性（例如，对于 CM‑M6：
-15°(DP)、15°(DP)、25°(DP)、45°(DP)、
75°(DP) 和 110°(DP)）

试样数据：标记的形状、尺寸和颜色
标样：启用/禁用标记的显示以及形状、尺寸和颜色 
图例：用于每个数据群组设置的图形图例中的文本

字体 用于数据编号和图例的字体。参见 第 207 页。
纵轴 子类别：数据（绝对值）；数据差异

比例：最小/最大/刻度间隔、刻度的小数位数
标签：启用/禁用显示、标签文本和文本字体/字体颜色
是否显示所有试样数据（数据子类别） 
是否显示差异（数据差异子类别）

横轴 比例：自动/手动（手动刻度间隔）、刻度值的小数位数
标签：显示启用/禁用、标签文本和要使用的字体/字体颜色

标题 图形标题：启用/禁用图形标题的显示、文本和字体/字体颜色
通道信息：显示启用/禁用

背景 整个图表区域和图表图形区域的背景颜色、网格颜色和图表图形区域的轮廓颜色

• 对于允许设置字体的选项，仅当启用选项显示时才会启用字体按钮。有关字体对话框中的
可用设置，请参见 第 20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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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L*a*b* 或 Hunter Lab 图
3.2.1 概要
L*a*b* 或 Hunter Lab 图对象用于查看在 L*a*b* 或 Hunter Lab 色空间中分别绘制的绝对色
度值。 
默认结构类型（首次将绝对值图对象放置在 Canvas 窗格中时显示此类型）显示对象左侧的亮
度（L* 或 L）值条线图，以及右侧的色度值（a*‑b* 或 a‑b 值）二维图。（可使用右键菜单更
改结构类型。）

对于光源设置：单光源

每个光源/观察角组合
下的标样/样品对

对于光源设置：多光源（已选定第一、第二和第三光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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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按钮栏（L*a*b* 或 Hunter Lab 图）
选定图形时，按钮栏将在该图形的右侧显示并带有以下按钮：

打开包含以下选项的子菜单：
放大 选中时，按钮将变为 。在启用该选项的同时单击图形时，图形将放大。

单击并拖动该图形将在所选区域上放大。
缩小 选中时，按钮将变为 。在启用该选项的同时单击图形时，图形将缩小。

重置 将图形缩放等级重置为 0。
手形工具 单击时，按钮将变为 。在启用该选项的同时单击图形时，手形工具可用

于单击并拖动缩放图形以滑动图形并查看图形的其他部分。
启用/禁用自动缩放以包含所有图形试样数据。当启用自动缩放以包含所有图形试样数

据时，按钮将为 。
打开属性对话框。参见 第 182 页。

3.2.3 右键菜单（L*a*b* 或 Hunter Lab 图）
右击图形对象打开内容菜单。下表显示 L*a*b* 或 Hunter Lab 图对象的可用菜单项目。
剪切 将图形剪切到剪贴板。
复制 将图形复制到剪贴板。
粘贴 粘贴之前剪切/复制的图形对象。
序列 打开子菜单以按 Canvas 窗格层顺序向前或向后移动此图形。
群组设置 打开子菜单以选择要显示数据的群组特性。（对于单通道仪器，将显示

“‑‑‑‑‑‑”。）
结构类型 打开子菜单以选择要显示的结构类型。  

可用选择： 
L*a*b* 图： L*；L*、a*‑b*；a*‑b*；a*‑L*；b*‑L*
Hunter Lab 图： L；L、a‑b；a‑b；a‑L；b‑L

光源设置

（有关光源/观
察角组合设置，
请参见 
第 54 页 。）

单光源： 
根据要计算的显示绘图数据，选择单光源/观察角组合。 
可用选择：第一；第二；第三

多光源： 
根据要计算的显示色图数据，选择光源/观察角组合。使用多光源模式
时，将第二和第三光源观察角条件的观察角设置为与第一观察角/光源条
件相同的观察角。
可用选择：第一；第二；第三
• 即使尚未选择第二光源，也可选择第三光源。
• 选定第二、第二和第三或第三光源时，图形将变为显示单次测量的多

个光源图，而不考虑属性对话框中的“显示所有试样数据”。
群组特性选择 打开群组特性对话框以选择将用于在图形上显示的数据的仪器和群组特性集。
属性 打开属性对话框。参见 第 18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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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 属性对话框（L*a*b* 或 Hunter Lab 图）
单击属性按钮 ，从右键菜单中选择属性...或双击图形对象打开 L*a*b* 图属性或 Hunter 

Lab 图属性对话框以指定图形的属性。
• 要展开左侧类别列表中的类别，单击该类别名称旁边的 [ + ]。
• 要收缩已展开的类别，单击该类别名称旁边的 [ ‑ ]。

类别 包含在类别中的属性
标记 试样数据：用线条连接标记；标记的形状、尺寸和颜色 

标样：用线条连接标记；启用/禁用标记的显示以及形状、尺寸和颜色
数据编号：启用/禁用文本字体/字体颜色

亮度轴 比例：最小/最大/刻度间隔、刻度的小数位数
标签：显示启用/禁用、标签文本和要使用的字体/字体颜色
是否显示所有试样数据

横轴和纵轴 比例：居中/最小/最大/刻度间隔、刻度的小数位数
标签：启用/禁用显示、标签文本和文本字体/字体颜色
是否显示所有试样数据

标题 图形标题：启用/禁用图形标题的显示、文本和字体/字体颜色
通道信息：显示启用/禁用

背景 整个图表区域和图表图形区域的背景颜色、网格颜色和图表图形区域的轮廓颜色

• 对于允许设置字体的选项，仅当启用选项显示时才会启用字体按钮。有关字体对话框中的
可用设置，请参见 第 20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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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DL*Da*Db* 或 Hunter DLDaDb 图
3.3.1 概要
DL*Da*Db* 或 Hunter DLDaDb 图对象用于查看在 L*a*b* 或 Hunter Lab 色空间中分别绘制的
色差值。默认结构类型（首次将 DL*Da*Db* 或 Hunter DLDaDb 图对象放置在 Canvas 窗格中
时显示此类型）显示对象左侧的亮度（DL* 或 DL）差值条线图，以及右侧的色差（Da* 
‑Db* 或 Da‑Db）值二维图。（可使用右键菜单更改结构类型。）属性设置可显示标样和框的
连续色调轨迹和连续色度轨迹以指示要启用或禁用的容差。

容差线

连续色度轨迹

连续色调线

容差框

对于光源设置：单光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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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光源/观察角组合下
的标样/样品对，每对标
样点移向图形中间

对于光源设置：多光源（已选定第一、第二和第三光源）

3.3.2 按钮栏（DL*Da*Db* 或 Hunter DLDaDb 图）
选定图形时，按钮栏将在该图形的右侧显示并带有以下按钮：

打开包含以下选项的子菜单：
放大 选中时，按钮将变为 。在启用该选项的同时单击图形时，图形将放大。

单击并拖动该图形将在所选区域上放大。
缩小 选中时，按钮将变为 。在启用该选项的同时单击图形时，图形将缩小。

重置 将图形缩放等级重置为 0。
手形工具 单击时，按钮将变为 。在启用该选项的同时单击图形时，手形工具可用

于单击并拖动缩放图形以滑动图形并查看图形的其他部分。

启用/禁用容差自动缩放。当启用容差自动缩放时，按钮将为  。

启用/禁用自动缩放以包含所有图形试样数据。当启用自动缩放以包含所有图形试样数

据时，按钮将为 。

启用/禁用容差框显示。当启用容差框显示时，按钮将为  。

打开属性对话框。参见 第 18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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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右键菜单（DL*Da*Db* 或 Hunter DLDaDb 图）
右击图形对象打开内容菜单。下表显示 DL*Da*Db* 或 Hunter DLDaDb 图对象的可用菜单项
目。

剪切 将图形剪切到剪贴板。
复制 将图形复制到剪贴板。
粘贴 粘贴之前剪切/复制的图形对象。
序列 打开子菜单以按 Canvas 窗格层顺序向前或向后移动此图形。
群组设置 打开子菜单以选择要显示数据的群组特性。（对于单通道仪器，将显示

“‑‑‑‑‑‑”。）
结构类型 打开子菜单以选择要显示的结构类型。  

可用选择： 
DL*Da*Db* 图： DL*；DL*、Da*‑Db*；Da*‑Db*；Da*‑DL*；Db*‑DL*
Hunter DLDaDb 图： DL；DL、Da‑Db；Da‑Db；Da‑DL；Db‑DL

光源设置

（有关光源/观
察角组合设置，
请参见 
第 54 页 。）

单光源： 
根据要计算的显示绘图数据，选择单光源/观察角组合。
可用选择：第一；第二；第三

多光源： 
根据要计算的显示色图数据，选择光源/观察角组合。使用多光源模式
时，将第二和第三光源观察角条件的观察角设置为与第一观察角/光源条
件相同的观察角。
可用选择：第一；第二；第三
• 即使尚未选择第二光源，也可选择第三光源。
• 选定第二、第二和第三或第三光源时，图形将变为显示单次测量的多

个光源图，而不考虑属性对话框中的“显示所有试样数据”。
群组特性选择 打开群组特性对话框以选择将用于在图形上显示的数据的仪器和群组特性集。
属性 打开属性对话框。参见 第 18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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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4 属性对话框（DL*Da*Db* 或 Hunter DLDaDb 图）
单击属性按钮 ，从右键菜单中选择属性...或双击图形对象打开 DL*a*b* 图属性或 DHunter 

Lab 图属性对话框以指定图形的属性。
• 要展开左侧类别列表中的类别，单击该类别名称旁边的 [ + ]。
• 要收缩已展开的类别，单击该类别名称旁边的 [ ‑ ]。

类别 包含在类别中的属性
标记 试样数据：标记的形状、尺寸和颜色

标样：启用/禁用标记的显示以及形状、尺寸和颜色
容差：启用/禁用容差、主容差和投影容差显示
连续色调轨迹：启用/禁用及显示的形状、尺寸和颜色
连续色度轨迹：启用/禁用及显示的形状、尺寸和颜色
数据编号：启用/禁用文本字体/字体颜色

亮度轴 比例：最小/最大/刻度间隔、刻度的小数位数
标签：启用/禁用显示、标签文本和文本字体/字体颜色
是否显示所有试样数据

横轴和纵轴 比例：最大范围/刻度间隔、刻度的小数位数
标签：显示启用/禁用、标签文本和每个轴要使用的字体/字体颜色
是否显示所有试样数据

标题 图形标题：启用/禁用图形标题的显示、文本和字体/字体颜色
通道信息：显示启用/禁用

背景 整个图表区域和图表图形区域的背景颜色、网格颜色和图表图形区域的轮廓颜色

• 对于允许设置字体的选项，仅当启用选项显示时才会启用字体按钮。有关字体对话框中的
可用设置，请参见 第 20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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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趋势图
3.4.1 概要
趋势图对象用于查看基于一系列测量的特定色值或色差值趋势。 

趋势图

如果测量数据包括多个群组特性数据（如使用 CM‑M6 测量的数据），可在同一图形上显示多
行（每个群组特性一行），并且可启用/禁用每个群组特性的行显示。

显示多个群组特性数据的趋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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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 按钮栏（趋势图）
选定图形时，按钮栏将在该图形的右侧显示并带有以下按钮：

打开包含以下选项的子菜单：
放大 选中时，按钮将变为 。在启用该选项的同时单击图形时，图形将放大。

单击并拖动该图形将在所选区域上放大。
缩小 选中时，按钮将变为 。在启用该选项的同时单击图形时，图形将缩小。

重置 将图形缩放等级重置为 0。
手形工具 单击时，按钮将变为 。在启用该选项的同时单击图形时，手形工具可用

于单击并拖动缩放图形以滑动图形并查看图形的其他部分。
启用/禁用自动缩放以包含所有图形试样数据。当启用自动缩放以包含所有图形试样数

据时，按钮将为 。

启用/禁用容差线显示。当启用容差线显示时，按钮将为  。

打开属性对话框。参见 第 189 页。

3.4.3 右键菜单（趋势图）
右击图形对象打开内容菜单。下表显示趋势图对象的可用菜单项目。

剪切 将图形剪切到剪贴板。
复制 将图形复制到剪贴板。
粘贴 粘贴之前剪切/复制的图形对象。
序列 打开子菜单以按 Canvas 窗格层顺序向前或向后移动此图形。
群组设置 打开子菜单以启用/禁用每个群组特性的线图形显示。（可以选择的特性取决

于仪器和在群组特性对话框中选择的群组特性。）如果仅一个群组特性可
用，将显示 “‑‑‑‑‑‑”。

群组特性选择 打开群组特性对话框以选择将用于在图形上显示的数据的仪器和群组特性集。
显示选项 打开子菜单以选择要在图形中显示的列表选项。  

可用选择将为列表窗格中显示的色度列表选项（在观察角/光源类别中选择的
列表选项）。
• 一些列表选项可能不可选。

属性 打开属性对话框。参见 第 18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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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4 属性对话框（趋势图）
单击属性按钮 ，从右键菜单中选择属性...或双击图形对象打开趋势图属性对话框以指定图

形的属性。 
• 要展开左侧类别列表中的类别，单击该类别名称旁边的 [ + ]。
• 要收缩已展开的类别，单击该类别名称旁边的 [ ‑ ]。

类别 包含在类别中的属性
标记/图例 子类别： 

具有一个群组特性的数据： ------
具有多个群组特性的数据： 每个群组特性（例如，对于 CM‑M6：

-15°(DP)、15°(DP)、25°(DP)、45°(DP)、
75°(DP) 和 110°(DP)）

试样数据：标记的形状、尺寸和颜色
图例：用于每个数据群组设置的图形图例中的文本

字体 用于数据编号和图例的字体。参见 第 207 页。
纵轴 比例：最小/最大/刻度间隔、刻度的小数位数

标签：启用/禁用显示、标签文本和文本字体/字体颜色
横轴 比例：自动/手动（手动刻度间隔）、刻度值的小数位数

标签：显示启用/禁用、标签文本和要使用的字体/字体颜色
是否显示所有数据

标题 图形标题：启用/禁用图形标题的显示、文本和字体/字体颜色
通道信息：显示启用/禁用

背景 整个图表区域和图表图形区域的背景颜色、网格颜色和图表图形区域的轮廓颜色
显示容差 容差线的线型、颜色和宽度

• 对于允许设置字体的选项，仅当启用选项显示时才会启用字体按钮。有关字体对话框中的
可用设置，请参见 第 20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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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多通道图形 
3.5.1 概要
多通道图形对象用于查看按提供多个群组特性数据的仪器上的测量群组特性划分的特定色值或
色差值的测量数据。

3.5.2 按钮栏（多通道图形）
选定图形时，按钮栏将在该图形的右侧显示并带有以下按钮：

启用/禁用自动缩放以包含所有图形试样数据。当启用自动缩放以包含所有图形试样数

据时，按钮将为  。

启用/禁用容差线显示。当启用容差线显示时，按钮将为  。

打开属性对话框。参见 第 19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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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3 右键菜单（多通道图形）
右击图形对象打开内容菜单显示可用的菜单项目。下表显示多通道图形对象的可用菜单项目。

剪切 将图形剪切到剪贴板。
复制 将图形复制到剪贴板。
粘贴 粘贴之前剪切/复制的图形对象。
序列 打开子菜单以按 Canvas 窗格层顺序向前或向后移动此图形。
显示选项 打开子菜单以选择要在图形中显示的列表选项。 

可用选择将为列表窗格中显示的色度列表选项（在观察角/光源类别中选择的
列表选项）。
• 一些列表选项可能不可选。

群组特性选择 打开群组特性对话框以选择将用于在图形上显示的数据的仪器和群组特性集。
属性 打开属性对话框。参见 第 191 页。

3.5.4 属性对话框（多通道图形）
单击属性按钮 ，从右键菜单中选择属性...或双击图形对象打开多通道图形属性对话框以指
定图形的属性。 
• 要展开左侧类别列表中的类别，单击该类别名称旁边的 [ + ]。
• 要收缩已展开的类别，单击该类别名称旁边的 [ ‑ ]。

类别 包含在类别中的属性
标记 试样数据：标记的形状、尺寸和颜色

标样：启用/禁用标记的显示以及形状、尺寸和颜色 
容差：启用/禁用上下限线显示 
数据编号：启用/禁用文本字体/字体颜色

纵轴 比例：最小/最大/刻度间隔、刻度的小数位数
标签：启用/禁用显示、标签文本和文本字体/字体颜色
是否显示所有数据

横轴 标签：显示启用/禁用、标签文本和要使用的字体/字体颜色
标题 图形标题：启用/禁用图形标题的显示、文本和字体/字体颜色
背景 整个图表区域和图表图形区域的背景颜色、网格颜色和图表图形区域的轮廓颜色
显示容差 每个群组特性容差线的线型、颜色和宽度

• 对于允许设置字体的选项，仅当启用选项显示时才会启用字体按钮。有关字体对话框中的
可用设置，请参见 第 20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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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2轴图形 
3.6.1 概要
2轴图形对象用于查看图形上两个选项（例如，两个色度值或指数）的测量值。 

3.6.2 按钮栏（2轴图形）
选定图形时，按钮栏将在该图形的右侧显示并带有以下按钮：

打开包含以下选项的子菜单：

放大 选中时，按钮将变为 。在启用该选项的同时单击图形时，图形将放大。

单击并拖动该图形将在所选区域上放大。

缩小 选中时，按钮将变为 。在启用该选项的同时单击图形时，图形将缩小。

重置 将图形缩放等级重置为 0。

手形工具 单击时，按钮将变为 。在启用该选项的同时单击图形时，手形工具可用

于单击并拖动缩放图形以滑动图形并查看图形的其他部分。
启用/禁用自动缩放以包含所有图形试样数据。当启用自动缩放以包含所有图形试样数
据时，按钮将为 。

打开属性对话框。参见第 19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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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3 右键菜单（2轴图形）
右击图形对象打开内容菜单显示可用的菜单项目。
剪切 将图形剪切到剪贴板。
复制 将图形复制到剪贴板。
粘贴 粘贴之前剪切/复制的图形对象。
序列 打开子菜单以按 Canvas 窗格层顺序向前或向后移动此图形。
群组设置 打开子菜单以启用/禁用每个群组特性的数据显示。（可以选择的特性取决于

仪器和在群组特性对话框中选择的群组特性。）如果仅一个群组特性可用，
将显示 “‑‑‑‑‑‑”。

选项设置 打开对话框以选择要在图形中显示的列表选项。
可用选择将为列表窗格中显示的色度列表选项（在观察角/光源类别中选择的
列表选项）。
• 一些列表选项可能不可选。

群组特性选择 打开群组特性对话框以选择将用于在图形上显示的数据的仪器和群组特性集。
属性 打开属性对话框。参见第 193 页。

3.6.4 属性对话框（2轴）
单击属性按钮 ，从右键菜单中选择属性...或双击图形对象打开双轴图形属性对话框以指定

图形的属性。
• 要展开左侧类别列表中的类别，单击该类别名称旁边的 [ + ]。
• 要收缩已展开的类别，单击该类别名称旁边的 [ ‑ ]。

类别 包含在类别中的属性
标记 试样数据：标记的形状、尺寸和颜色；用线条连接

标样：启用/禁用标记的显示以及形状、尺寸和颜色；用线条连接
数据编号：启用/禁用文本字体/字体颜色

纵轴 比例：最小/最大/刻度间隔、刻度的小数位数
标签：启用/禁用显示、标签文本和文本字体/字体颜色
显示所有试样数据。

横轴 比例：最小/最大/刻度间隔、刻度的小数位数
标签：显示启用/禁用、标签文本和要使用的字体/字体颜色
通道信息：显示启用/禁用

标题 图形标题：启用/禁用图形标题的显示、文本和字体/字体颜色
背景 整个图表区域和图表图形区域的背景颜色、网格颜色和图表图形区域的轮廓

颜色
• 对于允许设置字体的选项，仅当启用选项显示时才会启用字体按钮。有关字体对话框中的

可用设置，请参见第 20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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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直方图 
3.7.1 概要
直方图图形对象用于查看图形上特定色值、色差值或指数的分布。 

3.7.2 按钮栏（直方图）
选定图形时，按钮栏将在该图形的右侧显示并带有以下按钮：

打开包含以下选项的子菜单：

放大 选中时，按钮将变为 。在启用该选项的同时单击图形时，图形将放大。
单击并拖动该图形将在所选区域上放大。

缩小 选中时，按钮将变为 。在启用该选项的同时单击图形时，图形将缩小。

重置  将图形缩放等级重置为 0。

手形工具 单击时，按钮将变为 。在启用该选项的同时单击图形时，手形工具可用
于单击并拖动缩放图形以滑动图形并查看图形的其他部分。

启用/禁用自动缩放以包含所有图形试样数据。当启用自动缩放以包含所有图形试样数
据时，按钮将为 。

启用/禁用容差线显示。当启用容差线显示时，按钮将为 。

打开属性对话框。参见第 19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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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3 右键菜单（直方图）
右击图形对象打开内容菜单。下表显示直方图对象的可用菜单项目。
剪切 将图形剪切到剪贴板。

复制 将图形复制到剪贴板。

粘贴 粘贴之前剪切/复制的图形对象。

序列 打开子菜单以按 Canvas 窗格层顺序向前或向后移动此图形。

群组设置 打开子菜单以启用/禁用每个群组特性的线图形显示。（可以选择的特性取决
于仪器和在群组特性对话框中选择的群组特性。）如果仅一个群组特性可
用，将显示 “‑‑‑‑‑‑”。

群组特性选择 打开群组特性对话框以选择将用于在图形上显示的数据的仪器和群组特性集。

显示选项 打 开 子 菜 单 以 选 择 要 在 图 形 中 显 示 的 列 表 选 项 。  
可用选择将为列表窗格中显示的色度列表选项（在观察角/光源类别中选择的
列表选项）。
• 一些列表选项可能不可选。

属性 打开属性对话框。参见第 19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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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4 属性对话框（直方图）
单击属性按钮 ，从右键菜单中选择属性...或双击图形对象打开直方图属性对话框以指定图
形的属性。 
• 要展开左侧类别列表中的类别，单击该类别名称旁边的 [ + ]。
• 要收缩已展开的类别，单击该类别名称旁边的 [ ‑ ]。

类别 包含在类别中的属性

标记 直方图：直方图条的颜色和数量；根据条数计算条宽且不可编辑。
正态分布：启用/禁用正态分布曲线显示
参考数据（在绝对值显示中激活）：启用/禁用标样线显示、颜色和线粗细
容差数据（在色差显示中激活）：启用/禁用上下限线显示

纵轴 标签：启用/禁用显示、标签文本和文本字体/字体颜色

横轴 比例：自动/手动（手动刻度间隔）、刻度值的小数位数
标签：显示启用/禁用、标签文本和要使用的字体/字体颜色

标题 图形标题：启用/禁用图形标题的显示、文本和字体/字体颜色
通道信息：启用/禁用数据群组特性显示

背景 整个图表区域和图表图形区域的背景颜色、网格颜色和图表图形区域的轮廓
颜色

• 对于允许设置字体的选项，仅当启用选项显示时才会启用字体按钮。有关字体对话框中的
可用设置，请参见第 20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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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线对象
3.8.1 概要
线对象用于将直线添加至 Canvas 窗格。单击并拖动线条的任意一端可以改变线条的角度。

3.8.2 右键菜单（线对象）
右击图形对象打开内容菜单。下表显示线对象的可用菜单项目。
剪切 将对象剪切到剪贴板。
复制 将对象复制到剪贴板。
粘贴 粘贴之前剪切/复制的图形对象。
序列 打开子菜单以按 Canvas 窗格层顺序向前或向后移动此对象。
属性 打开属性对话框。如下所示。

3.8.3 属性对话框（线对象）
从右键菜单中选择属性...或双击对象打开线属性对话框以指定对象的属性。 
常规 设置线的类型（实线、点线、虚线）、颜色和宽度。



198

第 3 章： 图形对象属性

3.9 矩形对象
3.9.1 概要
矩形对象用于将矩形添加至 Canvas 窗格。 

3.9.2 右键菜单（矩形对象）
右击图形对象打开内容菜单。下表显示矩形对象的可用菜单项目。
剪切 将对象剪切到剪贴板。
复制 将对象复制到剪贴板。
粘贴 粘贴之前剪切/复制的图形对象。
序列 打开子菜单以按 Canvas 窗格层顺序向前或向后移动此对象。
属性 打开属性对话框。如下所示。

3.9.3 属性对话框（矩形对象）
从右键菜单中选择属性...或双击对象打开矩形属性对话框以指定对象的属性。 
常规 轮廓 设置矩形轮廓的类型（实线、点线、虚线）、颜色和宽度。

背景 设置矩形的填充颜色
圆角化 设置矩形的圆角化为 0（无圆角；直角）至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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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 图形对象 
3.10.1 概要
图形对象用于将图像添加至 Canvas 窗格。图像文件可以为 gif、jpg、jpeg、png 或 bmp 格
式。

3.10.2 右键菜单（图形对象）
右击图形对象打开内容菜单。下表显示图形对象的可用菜单项目。
剪切 将对象剪切到剪贴板。
复制 将对象复制到剪贴板。
粘贴 粘贴之前剪切/复制的图形对象。
序列 打开子菜单以按 Canvas 窗格层顺序向前或向后移动此对象。
属性 打开属性对话框。如下所示。

3.10.3 属性对话框（图形对象）
从右键菜单中选择属性...或双击对象打开图形对象属性对话框以指定对象的属性。 
常规 图像文件

单击 [ 浏览 ] 并浏览到所需的图像文件。 
（可接受的文件格式：gif、jpg、jpeg、png、b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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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字符串标签对象 
3.11.1 概要
字符串标签对象用于将文本添加至 Canvas 窗格。 

3.11.2 右键菜单（字符串标签对象）
右击图形对象打开内容菜单。下表显示字符串标签对象的可用菜单项目。
剪切 将对象剪切到剪贴板。
复制 将对象复制到剪贴板。
粘贴 粘贴之前剪切/复制的图形对象。
序列 打开子菜单以按 Canvas 窗格层顺序向前或向后移动此对象。
属性 打开属性对话框。如下所示。

3.11.3 属性对话框（字符串标签对象）
从右键菜单中选择属性...或双击对象打开字符串标签属性对话框以指定对象的属性。 
常规 标题 在标题文本框中输入所需文本。

单击 [ 字体 ] 以选择所需字体。参见 第 207 页。
设置文本在字符串标签对象框中的字体颜色和显示位置。

轮廓 设置矩形轮廓的类型（实线、点线、虚线）、颜色和宽度。
背景 设置字符串标签对象的背景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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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仿真色对象
3.12.1 概要
仿真色对象用于查看所选试样的仿真色色标。

仿真色对象

3.12.2 右键菜单（仿真色对象）
右击图形对象打开内容菜单。下表显示仿真色对象的可用菜单项目。
剪切 将图形剪切到剪贴板。
复制 将图形复制到剪贴板。
粘贴 粘贴之前剪切/复制的图形对象。
序列 打开子菜单以按 Canvas 窗格层顺序向前或向后移动此图形。
群组特性选择 打开群组特性对话框以选择将用于在图形上显示的数据的仪器和群组特性集。
群组设置 打开子菜单以启用/禁用每个群组特性的数据显示。（可以选择的特性取决于

仪器和在群组特性对话框中选择的群组特性。）如果仅一个群组特性可用，
将显示 “‑‑‑‑‑‑”。

光源设置
（有关光源/观
察角组合设置，
请参见 
第 54 页 。）

单光源： 
根据要计算的显示绘图数据，选择单光源/观察角组合。
可用选择：第一；第二；第三

数据类型 试样 启用/禁用所选试样的色标显示。
标样 主标样：显示主标样的色标。

工作标样：显示工作标样的色标。
属性 打开属性对话框。参见 第 20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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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3 属性对话框（仿真色对象）
单击属性按钮 ，从右键菜单中选择属性...或双击对象打开仿真色属性对话框以指定对象的

属性。 
常规 启用/禁用每个色标的字幕显示并设置字幕的字体、字体颜色和显示位置。

• 对于允许设置字体的选项，仅当启用选项显示时才会启用字体按钮。有关字体对话框中的
可用设置，请参见 第 20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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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数据列表对象
3.13.1 概要
数据列表对象用于将所选测量的列表窗格数据表格添加至 Canvas 窗格。 

3.13.2 右键菜单（数据列表对象）
右击图形对象打开内容菜单。下表显示数据列表对象的可用菜单项目。
剪切 将对象剪切到剪贴板。
复制 将对象复制到剪贴板。
粘贴 粘贴之前剪切/复制的图形对象。
序列 打开子菜单以按 Canvas 窗格层顺序向前或向后移动此对象。
属性 打开属性对话框。如下所示。

3.13.3 属性对话框（数据列表对象）
从右键菜单中选择属性...或双击对象打开数据列表对象属性对话框以指定对象的属性。 
常规 边界 设置数据列表表格中的线条的类型（实线、点线、虚线）、颜

色和宽度。
背景 设置数据列表表格的背景颜色。

单击 [ 字体 ] 以选择所需字体。参见 第 207 页。
设置文本在数据列表表格中的字体颜色和显示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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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 数字标签对象 
3.14.1 概要
数字标签对象用于显示列表窗格中显示的列表选项中的单个数据项目值。 

3.14.2 右键菜单（数字标签对象）
右击图形对象打开内容菜单。下表显示数字标签对象的可用菜单项目。
剪切 将对象剪切到剪贴板。
复制 将对象复制到剪贴板。
粘贴 粘贴之前剪切/复制的图形对象。
序列 打开子菜单以按 Canvas 窗格层顺序向前或向后移动此对象。
群组特性选择 打开群组特性对话框以选择将用于在图形上显示的数据的仪器和群组特性集。
群组设置 打开子菜单以启用/禁用每个群组特性的数据显示。

（可以选择的特性取决于仪器和在群组特性对话框中选择的群组特性。）如
果仅一个群组特性可用，将显示 “‑‑‑‑‑‑”。

数据类型 试样 启用/禁用所选试样的色标显示。
标样 主标样：显示主标样的色标。

工作标样：显示工作标样的色标。
显示选项 打开子菜单以选择要在图形中显示的列表选项。

可用选择将为列表窗格中显示的列表选项。
属性 打开属性对话框。参见 第 20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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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3 属性对话框（数字标签对象）
从右键菜单中选择属性...或双击对象打开数字标签属性对话框以指定对象的属性。 

常规 标题  （标题本身可自动设置，且无法更改。）
单击 [ 字体 ] 以选择所需字体。参见 第 207 页。
设置文本在数据列表表格中的字体颜色和显示位置。
仅显示数值和评估：将显示不带标题的值。

以判断显示设置显示： 将以判断设置中指定的字体颜色显示值（参见 
第 100 页）。

轮廓 线：设置数据标签对象的轮廓类型（实线、点线、虚线）、颜色和宽度。
背景 使用下拉列表设置数据标签对象的背景颜色。

以判断显示设置显示： 将在判断设置中指定背景颜色（参见 
第 100 页）。

显示格式 数据：显示所选显示选项的数值数据。
通过/警告/失败：显示判断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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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 统计对象 
统计对象用于将所选列表选项数据的统计值表格添加至 Canvas 窗格。可以设置要显示其统计
数据的列表选项及显示的统计值。

3.15.1 右键菜单（统计对象）
右击图形对象打开内容菜单。下表显示统计对象的可用菜单项目。
剪切 将对象剪切到剪贴板。
复制 将对象复制到剪贴板。
粘贴 粘贴之前剪切/复制的图形对象。
序列 打开子菜单以按 Canvas 窗格层顺序向前或向后移动此对象。
群组特性选择 打开群组特性对话框以选择将用于在图形上显示的数据的仪器和群组特性集。
群组设置 打开子菜单以启用/禁用每个群组特性的数据显示。（可以选择的特性取决于

仪器和在群组特性对话框中选择的群组特性。）如果仅一个群组特性可用，
将显示 “‑‑‑‑‑‑”。

显示选项 可用选择将为列表窗格中显示的色度列表选项（在观察角/光源类别中选择的
列表选项）。
• 一些列表选项可能不可选。

属性 打开属性对话框。参见 第 206 页。

3.15.2 属性对话框（统计对象）
从右键菜单中选择属性...或双击对象打开统计值属性对话框以指定对象的属性。
 
常规 统计值显示项：

通过在两个列表之间移动选项选择要显示/不显示的选项。默认情况下，最初显示所
有选项。
单击 [ 字体 ] 以选择所需字体。参见 第 207 页。
设置文本在统计区域中的字体颜色和显示位置。
轮廓 设置统计对象的轮廓类型（实线、点线、虚线）、颜色和宽度。
背景 设置统计对象的背景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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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6 字体对话框
单击图形对象属性对话框中的 [ 字体 ] 时显示的字体对话框。

■■ 字体

当前所选字体显示在字体列表的上方。要选择其他字体，向下滚动列表并单击所需字体。

■■ 样式

当前所选字体样式显示在样式列表的上方。
将样式指定如下：
 字符样式‑字符粗细‑字符宽度

字符样式 字符的形状：正常、斜体、偏斜体等 
字符粗细 字符线的粗细包括：正常、粗体、半粗体、浅色等 
字符宽度 字符宽度包括：正常、紧缩、超紧缩等 
• 以上可用样式组合取决于字体。

■■ 尺寸

当前所选字体大小显示在列表的顶部。要选择其他尺寸，向下滚动列表并单击所需尺寸，或直
接输入所需尺寸。

■■ 试样

将显示采用所选字体、样式和尺寸的试样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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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说明
诊断功能可用于对仪器条件执行简单检查。 

诊断功能可测量多种性能因数并将其与此类因数的之前测量作比较。

整个诊断功能配有屏幕指导。

定期使用此功能可向您和您的客户确保仪器正常工作并进行准确测量；由于可对趋势进行监
控，此功能可帮助您预测未来何时需要由 KONICA MINOLTA 授权机构进行维修。

4.1.1 诊断功能操作流程

创建诊断项目
选择仪器。
选择测试选项。
选择测试配置。

测量条件
查看条件
测试条件（测量次数、试样数量）
校准要求

设置警告和严重水平的阈值。
确认所有选择并保存项目。

设置初始值。
测量白板校准板和标准平铺以设置初始基线参考值
显示初始值报告

运行诊断功能
测量白板校准板和标准平铺。
查看阈值结果。

如果结果超出阈值，考虑检查您的仪器。
查看测量值相对于之前值的趋势。
显示结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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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诊断面板

项目窗格 结果窗格

操作工具栏 结果选择工具栏

■■ 项目窗格

显示已创建的项目列表及其当前状态。

■■ 结果窗格

显示图形上和列表中的项目执行结果。可通过结果选择工具栏选择要在图形上显示的结果。

■■ 诊断操作工具栏

操作工具栏用于选择要对项目执行的操作。
创建： 创建新项目。参见 第 213 页。
删除： 删除现有项目及其关联的所有诊断数据。参见 第 231 页。
导入： 导入之前保存的诊断项目 (*.dec) 文件。参见 第 232 页。
导出： 将所选项目导出到 *.dec 文件中。可以选择应导出与项目关联的哪些数据。参见 

第 232 页。
设置： 初始化项目设置。参见 第 220 页。
编辑： 编辑现有项目。参见 第 23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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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选择工具栏

只有所选项目有结果时（至少执行了一次所选项目时）才会显示结果选择工具栏。 
结果选择工具栏包括下列三个下拉列表（从左侧开始）。在结果选择工具栏中进行的选择可确
定将在图形中显示的数据。
测试选择下拉列表 从项目中包含的测试中选择要在图形中显示的测试。
群组特性选择工具栏 （仅针对具有多个群组特性的仪器的诊断项目显示）选择将显示

其数据的群组特性（例如，角度或 SCI / SCE 设置）。
值选择工具栏 （仅针对重现性测试显示）选择要在图形中显示的值。从 DL*、 

Da*、 Db* 或 DE*ab 中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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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处理诊断项目
4.2.1 创建项目
创建项目包括选择要使用的仪器、要使用的仪器设置、要执行的测试以及所选测试的设置。
• 创建项目时无需连接仪器。可以进行所有选择并在没有仪器的情况下保存项目。
• 下列示例显示最多可选择的测试。实际可用测试取决于为其创建项目的仪器。

1. 单击诊断选项卡。SpectraMagic DX 屏幕将变为诊断面板。

2. 单击诊断操作工具栏中的 [ 创建 ]。将出现创建新项目对话框，在程序栏中突出显示设置。

3. 输入项目名称。

4. 单击仪器旁边的向下箭头：并从下拉列表中选择要使用的仪器。

5. 单击 [ 下一个 > ]。创建新项目对话框将继续到下一屏幕，在程序栏中突出显示测试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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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选择要为项目执行的所需测试。可以选择的测试取决于步骤 4 中所选的仪器。

重复性测试：检查连续对同一试样进行几次颜色测量的短期稳定性。  
光源测试：检查仪器的光源输出相比其初始值的减少量。
重现性测试：通过比较此次进行的颜色测量和在初始化时进行的颜色测量，检查颜色

测量的长期稳定性。 
重复性测试（光泽度）：检查连续对同一试样进行几次光泽度测量的短期稳定性。
重现性测试（光泽度）：通过比较此次进行的光泽度测量和在初始化时进行的光泽度

测量，检查光泽度测量的长期稳定性。

7. 单击 [ 下一个 > ]。创建新项目对话框将继续到下一测试配置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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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设置步骤 6 中所选测试的条件。可用选项和设置取决于在步骤 4 和 6 中选择的仪器和测
试。

测量条件
可用选项和设置取决于之前选择的仪器和测试。

查看条件
光源 单击设置旁边的向下箭头并从出现的列表中选择。可用设置：

D65、D50、D55、D75、A、C、F2、F6、F7、F8、F10、F12、
U50、ID50、ID65

观察角 单击设置旁边的向下箭头并从出现的列表中选择。可用设置：
2°、10°

重复性测试条件
测量次数 直接输入或使用当前设置旁边的向上/向下箭头以增加/减小数字。

范围：5 至 30
重现性测试条件
自动平均次数 直接输入或使用当前设置旁边的向上/向下箭头以增加/减小数字。

范围：1 至 5
色差 选择要使用的色差方程。 

可用设置：ΔE*ab
试样数量 直接输入或使用当前设置旁边的向上/向下箭头以增加/减小数字。 

范围：1 至 14（颜色）；1 至 4（光泽度）

9. 单击 [ 下一个 > ]。创建新项目对话框将继续到下一测试配置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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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选择校准要求。

零位校准 忽略或开（需要）
白板校准 固定在开（始终需要）
光泽度校准 （仅 CM‑25cG）

如果在步骤 6 中选择了重复性测试（光泽度）或重现性测试（光泽
度），固定在开（需要）。

11. 单击 [ 下一个 > ]。创建新项目对话框将继续到下一屏幕，在程序栏中突出显示重复性和光
源。

12. 设置用于重复性和光源测试的阈值。 

重复性测试 直接输入数字。  
范围：0.01 至 10.00

光源测试 单击当前设置旁边的向下箭头并从下拉列表中选择。
范围：1 级（最低灯输出）至 10 级（最高灯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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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的阈值通常为用于重复性和光源测试的最大可接受值，超出这些值时，测量值以红色
显示。

• 如值超出 2 的阈值，则测量值以黄色显示，指示这些值正接近 1 的阈值。
• 1 的阈值应始终为指示条件比 2 的值较差的值。

13. 单击 [ 下一个 > ]。创建新项目对话框将继续到下一屏幕，在程序栏中突出显示重现性测
试。

14. 选择用于重现性测试的每个平铺的重现性阈值。可为其设置阈值的平铺数量为步骤 8 中设
置的试样数量。单击平铺数量以设置该平铺的阈值，或单击 [ 下一个 > ] 以继续设置下一
个平铺。范围：0.10 至 20.00

• 1 的阈值通常为用于重现性的最大可接受值，超出这些值时，测量值以红色显示。
• 如值超出 2 的阈值，则测量值以黄色显示，指示这些值正接近 1 的阈值。
• 1 的阈值应始终大于 2 的值。

15. 为所有平铺设置完阈值后，单击 [ 下一个 > ]。创建新项目对话框将继续到下一屏幕，在
程序栏中突出显示重复性测试（光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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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设置用于重复性测试（光泽度）的阈值。直接输入数字。范围：0.01 至 10.00

• 1 的阈值通常为用于重复性测试（光泽度）的最大可接受值，超出这些值时，测量值以
红色显示。

• 如值超出 2 的阈值，则测量值以黄色显示，指示这些值正接近 1 的阈值。
• 1 的阈值应始终为指示条件比 2 的值较差的值。

17. 单击 [ 下一个 > ]。创建新项目对话框将继续到下一屏幕，在程序栏中突出显示重现性测
试（光泽度）。

18. 选择用于光泽度重现性测试的每个平铺的重现性测试（光泽度）阈值。可为其设置阈值的
平铺数量为步骤 8 中设置的试样数量。单击平铺数量以设置该平铺的阈值，或单击  
[ 下一个 > ] 以继续设置下一个平铺。范围：0.10 至 20.00

• 1 的阈值通常为用于重现性测试（光泽度）的最大可接受值，超出这些值时，测量值以
红色显示。

• 如值超出 2 的阈值，则测量值以黄色显示，指示这些值正接近 1 的阈值。
• 1 的阈值应始终大于 2 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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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为所有平铺设置完阈值后，单击 [ 下一个 > ]。创建新项目对话框将继续到确认屏幕，在
程序栏中突出显示确认。

20. 检查所有设置是否正确设置。 

• 如需校正，反复单击 [ < 返回 ] 以回到需要进行校正的屏幕上，进行校正，然后再次继
续浏览屏幕。

21. 单击 [ 确认 ]。将保存项目设置并显示“已完成”。

22. 单击 [ 关闭 ] 以关闭创建新项目对话框。将项目添加到诊断面板中的项目列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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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初始化项目
初始化项目包括对在项目创建时定义的测试进行多次测量。这些测量结果将为用于监控仪器状
态的参考值。
• 对于光源测试（仅 CM‑25cG、CM‑700d/CM‑600d、CM‑3600A/CM‑3610A 或 CM‑5/

CR‑5），参考值为作为初始值存储在仪器中的值。
• 为获得最佳效果，应在相同的温度和湿度条件下进行初始化测量和所有之后的诊断测量。

1. 单击诊断选项卡。SpectraMagic DX 屏幕将变为诊断面板。之前创建的项目将在项目列
中显示。对于尚未初始化的项目，其项目状态为“创建完成”。

2. 单击诊断操作工具栏中的 [ 设置 ]。将出现设置项目对话框，在程序栏中突出显示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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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单击 COM 端口设置旁边的向下箭头并选择要初始化项目的仪器所连接的 COM 端口。连
接成功后，将显示仪器的序列号及其白色校准板。

• 即使连接了其他仪器型号，列表中仅显示为其创建了项目的型号的仪器。

4. 单击 [ 下一个 > ]。将显示设置项目：零位和白板校准屏幕。

5. 将仪器放在适合进行零位校准的位置，并单击零位校准部分中的 [ 开始 ]。将执行零位校
准（进度条将显示进度），当零位校准完成后，该进度条将变为绿色且显示“零校准结
束”。如果在项目创建时为零位校准选择了“忽略”，可以在不执行零位校准的情况下继
续白板校准。

6. 将仪器放在适合进行白板校准的位置，并单击白板校准部分中的 [ 开始 ]。将执行白板校
准（进度条将显示进度），当白板校准完成后，该进度条将变为绿色且显示“白板校准结
束”。

• 无法在不执行校准的情况下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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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单击 [ 下一个 > ]。将显示设置项目：重现性测试屏幕并选定第一个平铺编号。

8. 将仪器放在适当位置以便测量第一个平铺并单击 。将执行在项目创建时

为自动平均次数指定的测量次数，将显示平均测量结果且仿真色标将变为平铺的颜色。

• 如果在测量过程中出现错误，单击  并重复测量。

• 如果在项目创建时将颜色的试样数量设置为一个以上，单击 [ 下一个 > ] 或颜色试样数
量，并重复步骤 8 直至完成所有颜色试样测量。 

9. 单击 [ 下一个 > ]。将显示设置项目：光泽度校准屏幕。

10. 将仪器放在适合进行光泽度校准的位置并单击 [ 开始 ]。将执行光泽度校准（进度条将显
示进度），当光泽度校准完成后，该进度条将变为绿色且显示“光泽度校准完成”。

• 无法在不执行校准的情况下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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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单击 [ 下一个 > ]。将显示设置项目：重现性测试（光泽度）屏幕并选定第一个光泽度标
准。

12. 将仪器放在第一个光泽度标准上并单击 。将执行在项目创建时为自动平

均次数指定的测量次数，将显示平均测量结果且仿真色标将变为光泽度标准的颜色。

• 如果在测量过程中出现错误，单击  并重复测量。

• 如果在项目创建时将光泽度的试样数量设置为一个以上，单击 [ 下一个 > ] 或光泽度标
准数量，并重复步骤 12 直至完成所有光泽度试样测量。 

13. 单击 [ 下一个 > ]。将显示设置项目：确认屏幕。检查显示初始化结果的设置摘要（需要
时向下滚动）。

• 要打印报告，单击 。将显示打印预览对话框，显示打印输出情况。要打印，

单击 ；要将打印导出为 pdf 格式文件，单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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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单击 [ 确认 ]。将保存此仪器的项目初始化数据，并显示设置项目：已完成屏幕。

15. 单击 [ 关闭 ] 以关闭设置项目对话框。

16. 项目列中该项目的项目状态将变为“设置完成”，并启用项目的 [ 开始 ] 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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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执行项目
执行项目时，将执行类似于项目初始化时的测量，并将测量结果与项目初始化结果作比较以监
控仪器状态。
• 为获得最佳效果，应在相同的温度和湿度条件下进行初始化测量和所有之后的诊断测量。

1. 单击诊断选项卡。SpectraMagic DX 屏幕将变为诊断面板。之前创建的项目将在项目列
中显示。对于已初始化并可执行的项目，其项目状态为“设置完成”。

2. 通过单击项目从项目列表中选择项目（选定时，项目框将变为蓝色），并单击项目框中的 

 。将出现执行项目对话框，在程序栏中突出显示设置。如果连接为其初始化

项目的仪器，将在 COM 设置中自动选择该仪器。

• 如果未连接仪器，将出现错误信息。连接仪器并打开，然后重复步骤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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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单击 [ 下一个 ]。将显示执行项目：零位和白板校准屏幕。

4. 将仪器放在适合进行零位校准的位置，并单击零位校准部分中的 [ 开始 ]。将执行零位校
准（进度条将显示进度），当零位校准完成后，该进度条将变为绿色且显示“零校准结
束”。如果在项目创建时为零位校准选择了“忽略”，可以在不执行零位校准的情况下继
续白板校准。

5. 将仪器放在适合进行白板校准的位置，并单击白板校准部分中的 [ 开始 ]。将执行白板校
准（进度条将显示进度），当白板校准完成后，该进度条将变为绿色且显示“白板校准结
束”。

• 无法在不执行校准的情况下继续。

6. 单击 [ 下一个 > ]。将显示重复性和光源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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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将仪器放在适合进行白板校准的位置后，单击 。将执行为重复性和光源

测试设置的测量次数，并显示结果。

• 如果在测量过程中出现错误，单击  并重复测量。

8. 单击 [ 下一个 > ]。将显示执行项目：重现性测试屏幕并选定第一个平铺编号。

9. 将仪器放在适当位置以便测量第一个平铺并单击 。将执行在项目创建时

为自动平均次数指定的测量次数，将显示平均测量结果。

• 如果在测量过程中出现错误，单击  并重复测量。

• 如果在项目创建时将颜色的试样数量设置为一个以上，单击 [ 下一个 > ] 或颜色试样数
量，并重复步骤 8 直至完成所有颜色试样测量。 

10. 单击 [ 下一个 > ]。将显示执行项目：光泽度校准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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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将仪器放在适合进行光泽度校准的位置并单击 [ 开始 ]。将执行光泽度校准（进度条将显
示进度），当光泽度校准完成后，该进度条将变为绿色且显示“光泽度校准完成”。

• 无法在不执行校准的情况下继续。

12. 单击 [ 下一个 > ]。将显示执行项目：重复性测试（光泽度）屏幕并选定第一个光泽度标
准。

13. 将仪器放在适合进行白板校准的位置后，单击 。将执行为重复性和光源

测试设置的测量次数，并显示结果。

• 如果在测量过程中出现错误，单击  并重复测量。

14. 单击 [ 下一个 > ]。将显示执行项目：重现性测试（光泽度）屏幕并选定第一个光泽度标
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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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将仪器放在第一个光泽度标准上并单击 。将根据项目创建时为自动平均

次数指定的测量次数进行测量，并显示平均测量结果。

• 如果在测量过程中出现错误，单击  并重复测量。

• 如果在项目创建时将光泽度的试样数量设置为一个以上，单击 [ 下一个 > ] 或光泽度标
准数量，并重复步骤 12 直至完成所有光泽度试样测量。 

16. 单击 [ 下一个 > ]。将显示执行项目：确认屏幕。检查显示执行结果（包括测量趋势）的
执行摘要（需要时向下滚动）。

• 要打印报告，单击 。将显示打印预览对话框，显示打印输出情况。要打印，

单击 ；要将打印导出为 pdf 格式文件，单击 。

17. 单击 [ 确认 ]。将保存项目的执行数据，并显示执行项目：已完成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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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单击 [ 关闭 ] 以关闭执行项目对话框。

执行结果将添加到图形以及结果窗格中的列表中。

• 您可以使用结果选择栏选择要查看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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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 删除项目
要删除项目，执行下列步骤。
• 警告：删除项目时，与该项目相关联的所有数据也将被删除。

1. 从项目列表中选择要删除的项目（项目框将变为蓝色），并单击诊断操作工具栏中的 
[ 删除 ]。

2. 将出现确认对话框，询问您确认是否要删除所选项目。

3. 要删除所选项目，单击 [ 是 ]。将立即删除项目。

• 即使存在与所选项目相关联的数据，无需任何进一步的确认。在此步骤中单击 [ 是 ] 可
删除此项目及其关联的所有数据。

• 要不删除此项目，单击 [ 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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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5 导入/导出项目
可将项目导出和导入为文件。可以通过项目导出的数据将为上次已完成项目阶段（创建、初始
化或执行）之前的数据。

4.2.5.1 导入项目

1. 单击诊断操作工具栏中的 [ 导入 ]。将显示导入对话框。

2. 浏览到包含要导入的项目 (*.dec) 文件的文件夹。

3. 选择所需的项目文件并单击 [ 打开 ]。所选文件将导入并添加到项目列表中。

4.2.5.2 导出项目

1. 单击诊断操作工具栏中的 [ 导出 ]。将显示导出对话框。

2. 选择所需的导出选项。

导出项目设置 导出项目设置（在项目设置时设置的测试、配置设置和阈值）。

导出项目设置和标样数据 导出项目设置和在初始化时测量的数据。

导出项目设置和诊断数据 导出项目设置、在初始化时测量的数据和在每个项目执行过程
中测量的诊断数据。

3. 浏览到要导出项目 (*.dec) 文件的文件夹。

4. 输入所需的项目文件名并单击 [ 保存 ]。所选项目数据将保存到指定的文件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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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6 编辑项目
可以编辑项目以添加或删除测试或者更改配置设置或阈值。 
• 如果在编辑后将项目保存在同一名称下，将删除使用此项目测量的任何初始化数据和诊断

数据。如果执行编辑，建议应将项目保存在不同的名称下。

1. 从项目列表中选择要编辑的项目（项目框将变为蓝色），并单击诊断操作工具栏中的 
[ 编辑 ]。

2. 将出现编辑项目对话框中的第一个屏幕。除了无法更改仪器，此屏幕与设置项目对话框的
第一个屏幕相同。

3. 继续以与设置项目相同的方式浏览每个屏幕。

4. 到达确认屏幕并单击 [ 确认 ] 后，将出现确认项目对话框，警告覆盖项目文件将删除项目
所有已存储的诊断数据。

5. 要保留现有的诊断数据，单击 [ 另存为 ] 并将项目保存在不同的名称下。

要覆盖项目并删除其关联的所有存储初始化和诊断数据，单击 [ 保存 ]。 
要取消编辑，单击确认项目对话框中的 [ 取消 ]，然后单击编辑项目对话框中的 [ 取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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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系统要求
5.1.1 系统要求
操作系统 Windows 7 Professional 32 位 

Windows 7 Professional 64 位 
Windows 8.1 Pro 32 位
Windows 8.1 Pro 64 位
Windows 10 Pro 32 位
Windows 10 Pro 64 位
• 英文、日文、德文、法文、西班牙文、意大利文、葡萄牙文、俄文、

土耳其文、波兰文、简体中文和繁体中文版本
• 所用的计算机系统硬件必须满足或高于推荐的兼容OS系统的要求

或以下规范：

计算机 配有相当于 Intel Core i5 2.7GHz 或更高性能处理器的计算机

内存 至少 2 GB（建议使用 4 GB 或更大内存）

硬盘驱动器 20 GB 可用硬盘空间
在数据库的系统驱动器（安装操作系统的驱动器）上至少需要有 
10 GB 的可用硬盘空间。

显示 1280 x 768 像素 /16 位色彩或更高性能显示器硬件

USB端口或串行端口 连接仪器用

附加 USB 端口 软件锁用（如果使用）。无需使用电子许可证。

5.1.2 兼容仪器
CM‑M6、CM‑25cG、CM‑700d、CM‑600d、CM‑2600d、CM‑2500d、CM‑2500c、 
CM‑2300d、CM‑3700A、CM‑3700A‑U、CM‑3700d、CM‑3600A、CM‑3610A、CM‑5, CR‑5

5.1.3 语言
显示语言 英文、日文、德文、法文、西班牙文、意大利文、葡萄牙文、俄文、

土耳其文、波兰文、简体中文和繁体中文
（在安装后可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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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主要功能

色空间 所有版本：L*a*b*、L*C*h、Lab99、LCh99、Lab99o、LCh99o、Hunter 
Lab、XYZ、Yxy 及其色差；Munsell C、Munsell D65

仅专业版本：L*u’v’、L*u*v* 及其色差

指数 所有版本：MI、颜色评定、光泽度 (CM‑25cG)、FF (CM‑M6)、WI (CIE1982、
ASTM E313‑73、Hunter)、Tint (CIE 1982)、YI (ASTM E313‑73、
ASTM D1925) 及其差异；8° 光泽度

仅专业版本：WI (ASTM E313‑98、Berger、Taube、Stensby、Ganz)、Tint 
(ASTM E313‑98、Ganz)、YI (ASTM E313‑98、DIN 6167)、WB (ASTM 
E313‑73)、不透明性（ISO 2471、TAPPI T425 89% 白板）、雾度 
(ASTM D1003‑97) 及其差异；用户方程；标准深度 (ISO 105.A06)；亮
度 (TAPPI T452、ISO 2470)；密度（状态 A、状态 T）；特征波长、激发
纯度；RXRYRZ；阴影分类 555；强度（三色、仿真三色）；染色度 (ISO 
105.A04E)、染色度等级 (ISO 105.A04E)；NC#、NC# 等级；Ns、Ns 等
级；灰度 (ISO 105.A05)、灰度等级 (ISO 105.A05)；K/S 强度 
（Apparent (DE*ab、 DL*、 DC*、 DH*、 Da*、 Db*) 最大吸收量、总波
长、用户波长） 

关于雾度指数的注释 (ASTM D1003‑97):
由于一些仪器类型可能无法满足 ASTM D1003‑97 关于光源/观察角的确切定义要求， 

因此显示值仅作相对用途。

色差方程 所有版本：DE*ab (CIE 1976)、 DE*94 (CIE 1994) 及各个亮度分量、饱和度及色调、 
DE00 (CIE 2000) 及各个亮度分量、饱和度及色调、 DE99 (DIN99)、DE99o、 
DE (Hunter)、CMC (I:c) 及各个亮度分量、饱和度及色调

仅专业版本：DEc（degree）(DIN 6175‑2)、DEp（degree）(DIN 6175‑2)、
DEc(Audi2000)、mDEc(Audi2000)、DEc Max(Audi2000)、
DEp(Audi2000)、mDEp(Audi2000)、DEp Max(Audi2000)、FMC‑2、
NBS 100、NBS 200

光谱数据 所有版本：光谱反射率/光谱透射率
仅专业版本：K/S、吸光率 

观察角 2°、10°（可支持多个观察角设置）

光源 所有版本：A、C、D50、D65、F2、F11

仅专业版本：D55、D75、F6、F7、F8、F10、F12、U50 、ID50、ID65

最多可以同时显示三个光源。

图表 所有版本：光谱反射率/透射率及其差异、L*a*b* 绝对值、DL*a*b*（色差分
布、MI）、Hunter Lab 绝对值、Hunter DLab（色差分布）、每个数值
的趋势图、直方图、任何 2 个数值的2轴图形、仿真色显示

仅专业版本：K/S 及其差异、吸光率及其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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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章： 规格

仪器控制功
能

• 测量 / 校准
• UV 调整（仅 CM‑2600d、CM‑3600A/CM‑3610A、CM‑3700A/CM‑

3700A‑U/CM‑3700d）
• 自动平均测量：2 至 30 次测量
• 手动平均测量：用户确定的次数（显示标准偏差和选择用于测量的色空间的

平均值。）
仅 CM‑M6、CM‑25cG、CM‑700d/CM‑600d、CM‑2600d/CM‑2500d/CM‑
2300d、CM‑2500c、CM‑5/CR‑5：
• 遥控测量
• 从仪器内存中列出显示/读取试样/标样数据
• 将标样数据写入仪器内存中

仪器诊断功
能

选中特征：重复性、重现性、灯输出（仅 CM‑25cG、CM‑700d、CM‑600d）

标样数据 • 可以注册标样数据。 
• 可以使用主标样和主标样下的工作标样。（仅专业版本）
• 可以手动输入标样色度或光谱数据。
• 自动选择最接近测量值的标样
• 数据库标样搜索

数据列表 • 列出标样数据和试样数据
• 编辑（删除、平均、复制和粘贴、搜索）
• 显示通过/失败率
• 视觉判断结果输入功能
• 其他数据信息输入/列表功能
• 标样数据分组

数据存储 存储在数据库中的所有数据。可在数据库中创建文件夹

外 部 导 入 /
导出

• 以原始格式导入/导出数据文件（带有“mesx”文件扩展名）
• 以原始格式导入/导出模板文件（带有“mtpx”文件扩展名）
• 导入 SpectraMagic NX 数据文件（带有“mes”扩展名）
• 导入 SpectraMagic NX 模板文件（带有“mtp”扩展名）
• 以文本格式导入/导出数据（仅专业版本）
• 以 XML 格式保存数据
• 以 Excel 格式导出数据
• 将列表复制到剪贴板上

帮助 手册，“精确颜色通讯”教程



〈注意事项〉
本公司对本仪器的误使用、误操作、擅自改装等引起的损害、以及因本仪器的使用或者无法使
用引起的间接的、附带的损失（包括但不限于商业利益损失、业务中断等）不承担责任，敬请
谅解。



CS 9222‑AA2X‑11 ©2017 KONICA MINOLTA, INC. CAFFDX


	第 1 章
	概要
	1.1	说明
	1.2	操作流程
	1.3	屏幕配置

	第 2 章
	操作指南
	2.1	启动 SpectraMagic DX
	2.2	连接仪器
	2.3	校准
	2.4	测量准备
	2.5	指定标样数据/容差
	2.6	试样测量
	2.7	文档窗口操作
	2.8	数据管理
	2.9	文档/数据库操作
	2.10	打印
	2.11	导出/导入文件
	2.12	仪器内存操作
	2.13	其他功能

	第 3 章
	图形对象属性
	3.1	光谱图 
	3.2	L*a*b* 或 Hunter Lab 图
	3.3	 DL*Da*Db* 或 Hunter DLDaDb 图
	3.4	趋势图
	3.5	多通道图形 
	3.6	2轴图形 
	3.7	直方图 
	3.8	线对象
	3.9	矩形对象
	3.10	图形对象 
	3.11	字符串标签对象 
	3.12	仿真色对象
	3.13	数据列表对象
	3.14	数字标签对象 
	3.15	统计对象 
	3.16	字体对话框

	第 4 章
	诊断功能
	4.1	说明
	4.2	处理诊断项目

	第 5 章
	规格
	5.1	系统要求
	5.2	主要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