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olorSTAR
完美的色彩测量 – 任何地点、任何时间

行业要求

ColorSTAR – 一次实现正确作业并始终保持正确
  在线色彩测量实现遵循色彩规格

  将线扫描摄像机技术与分光光度计相结合

  在颜色条上测量或在印刷图案上测量

  减少浪费和裁掉样品

  色彩定义品牌：全球品牌对色差的要求非常严苛

  在一幅重复图像上的所有颜色都必须在要求的色差范围内

  必须用文件记录色彩一致性

  在线测量必须与离线测量保持一致

  由于总体生产率提高，在印刷准备时间，印刷机需要一个
可靠的工具来快速判定颜色

  软包装印刷

  个人防护和卫生薄膜印刷

  用于药品、食物和特殊品的铝包装  

  标签和收缩膜

  液体包装

  安全印刷

  独特的色彩管理方案：根据需要在每一个重复图像的多
个区域，任意时间与地方进行测量。

  实时测量提供最佳反馈，以减少准备时间、节省成本

  自动并持续跟踪所有类型材料的测量位置（即使对于有
伸展性的较薄的材料），无需再另外配备额外的跟踪装
置

  根据您的需求量身定制：启动PrintSTAR的选项 
ColorWATCH功能，监控色差，可在任何时间至 
ColorSTAR，实现颜色绝对值的测量。

优势

应用

卓越的印刷质量！第一时间。无时无刻。

窄幅卷筒料、包装、药品

色彩测量更快，同时确保遵循色彩规格： 
ColorST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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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检测系统来优化工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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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符合色彩测量标准的分光密度计

  分光密度计自校准功能，校准周期可调节

  每个重复图像的测量位置数量无限制

  持续在线测量

  与PrintSTAR连接管理印刷作业

  可从ColorWATCH在线色差监测升级至ColorSTAR 
在线色差测量

  即插即连将ColorSTAR 和PrintSTAR相结合

  Touch & Inspect GUI
  专门的跟踪和瞄准算法，可以持续对指定测量点进行定位

  每个印刷卷筒自动通过文件完整地记录色彩测量

  集成式数据采掘和报告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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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 +49 (6151) 948 0

比利时
 电话: +49 (2366) 930 00

 西班牙
 电话: +34 (93) 839 70 32

 法国
 电话: +33 (0) 155 681 250

意大利
 电话: +39 (0464) 490 603

 英国
电话: +44 (1442) 261 202

美国
 电话: +1 (770) 449 77 76

巴西
 电话: +55 (11) 347 611 32

土耳其
电话: +90 (212) 285 97 45

俄罗斯
电话: +7 (921) 055 63 30

中国
 电话: +86 (21) 685 002 88

日本
 电话: +81 (45) 534 99 11

韩国
 电话: +82 (31) 806 973 00

台湾 (R.O.C.)
 电话: +886 (3) 250 01 48

印度
 电话: +91 98 23 16 24 55

ISRA VISION

info@isravision.com www.isravision.com 
最大のROI (投資収益率)を実現するために - ISRAの最新テクノロジー

ドイツ
電話: +49 (6151) 948 0

ベルギー
電話:  +49 (2366) 930 00

スペイン
電話:  +34 (93) 839 70 32

フランス
電話:  +33 (0) 155 681 250

イタリア
電話:  +39 (0464) 490 603

イギリス
電話:  +44 (1442) 261 202

アメリカ
電話:  +1 (770) 449 77 76

ブラジル
電話:  +55 (11) 347 611 32 

トルコ
電話:  +90 (212) 285 97 45

ロシア
電話:  +7 (921) 055 63 30

中国
電話:  +86 (21) 685 002 88

日本
電話:  +81 (45) 534 99 11

韓国
電話:  +82 (31) 806 973 00

台湾(中華民国)
電話:  +886 (3) 250 01 48

インド
電話:  +91 98 23 16 24 5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