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分光光度計
SD-10

輕巧便攜式設計
內建LCD彩色螢幕與電池，重量僅190克，讓
您走到哪用到哪。

 Epson Spectrometer App
使用行動裝置，下載專屬應用程式，可無線
連接SD-10。

高精準度的專業色度計
擁有360度環形照明機構與高精度，因此較難
測量的布料亦可輕鬆量測。

Epson首款便攜式色度計，改善您的列印工作流程！

SD-10一機在手，數位化色彩管理不再是難事。

這款便攜式色度計可有效協助企業在列印過程中節省色彩匹配的時間，

不論是色差比較、色值測量或是色彩重現，皆可在短時間內輕鬆完成。

規格

機種名稱                 
色彩測量
技術名稱
光譜範圍                              
取樣間隔                              
輸出數據間隔                             
測量頻率                              
測量結構
測量孔徑                             
光源       
測量條件                                

光源條件                                         
觀測角度           
ΔE色差公式            
校準       
掃描長度       
儀器間一致性                             
       

短期重複性                              
           
           
與BCRA色磚之色差

語言
支援語言
連接
介面

記憶 

環境特性
溫度 (ºC)

濕度   

        
                                                       

產品尺寸
 

35 mm80 mm

80
mm 精準的色彩管理工具

輕巧帶著走！  

Epson Spectrometer App

英文 / 法文 / 德文 / 荷蘭文 / 義大利文 / 西班牙文 / 葡萄牙文
/ 土耳其文 / 俄羅斯文 / 簡體中文 / 繁體中文 / 韓文 / 日文 

USB Type-C
USB 2.0 Full-Speed
BLE 低功耗藍芽

獨立式內建資料記憶量

運作： 0 ºC ~ 40 ºC（專色模式） / 0 ºC ~ 35 ºC（掃描模式）
保存：-20 ºC ~ +60 ºC 

SD-10

分光光度計  
400 – 700nm   
20 nm    
10 nm（依軟體提供之內插法計算）
13次/秒（掃描模式）
45°: 0° 環形照明光學元件
Φ 7.6mm 
LED燈 （含UV）
• M0 : 包含UV， ISO 13655:2017   
   • M1e : D50包含UV，測量條件等同於ISO 13655:2017 
   （所有波長介於400至700 nm間的輻射功率，以及落在
   300至400 nm和400至500 nm區間的功率比，近似D50) 
• M2 : 不包含UV，ISO 13655:2017
D50/D65/A/F1/F2/F3/F7/F8/F9/F10/F11/F12 
2°/10° 
ΔE 2000 /ΔE 1994 （圖形藝術） /ΔE1994 （紡織品） /ΔE 1976 
內建參考白磚
400mm
平均值0.4或更小 ΔE00
最大值1.0或更小 ΔE00
• 在SD-10生產標準條件下，使用 12 塊 BCRA 色磚 (D50, 2°)
• 環境溫度 23˚C (73.4˚F)，濕度 50%
白色 0.1 ΔE94 
• 標準白磚（D50, 2˚）：每3秒測量10次之平均值
• 環境溫度 23˚C (73.4˚F)，濕度 50%
平均值1.0或更小 Δ E00
• 與12塊BCRA色磚（D50, 2˚）色彩測量值的差異
  （追溯標準： 國家計量標準）
• 環境溫度 23˚C (73.4˚F)，濕度 50%  

               

運作：5% ~ 85%（無凝結）
保存：5% ~ 85%（無凝結）

尺寸與重量
快門關閉時（W x D x H）
快門開啟時（W x D x H）
重量
電力規格
電壓
額定電流
電池規格
電池種類
電池容量
系統
支援Epson軟體             
 

35 x 80 x 80 mm 
35 x 80 x 77.6 mm
約190g

5V
0.9A

鋰離子電池
1,860mAh

Epson Edge Print PRO / Epson Spectrometer App

 

• 
• 
• 

專色模式：100色
對照模式：500色

• 
• 

獨立式內建比較模式資料記憶量
80色 x 3組• 



Epson SD-10擁有360度環形照明機構與高精度，因此較難測量的布料亦可

輕鬆量測，讓您隨時隨地都能獲得精確可靠的測量結果。此外還內建操作方

便的色彩管理系統，在列印過程中可展現高度精準的配色能力，對於藝術界

分光光度計
SD-10

輕巧 & 便攜
SD-10設計精巧，重量僅190克。
隨機附上專用收納盒及腕帶，
讓您走到哪用到哪。

輕巧便攜式設計，操作簡便無負擔

SD-10可搭配Epson Edge Print PRO「色彩取代」功能使用，可以輕鬆進行品牌專色匹配，通過色度計測量您想要匹配
的專色樣本，它會自動調整為近似顏色，對色更快速。

改善對色流程

高精準度的專業色度計

*使用Epson Edge Print PRO色彩取代功能，進行專色配色時，僅可取代單色部分。 

透過傳統色樣進行目視對色。

步驟1
客戶提出列印需求。

步驟2
將客戶提供的資料列印
在媒材上。

步驟3
目視比對色票和列印
結果。

步驟4
將色值輸入軟體。

步驟5
列印調整後的結果，
並目視確認對色精準
與否。

步驟6
完成對色。

流程平均重複4 - 5 次。

透過SD-10進行數位對色。

步驟1
客戶提出列印需求。

步驟2
使用SD-10測量目標
顏色。

步驟3
也可使用Epson Edge 
Print PRO色彩取代功
能，進行專色配色。

步驟4
列印調整後的成果。

步驟5
使用SD-10確認對
色，輕鬆完成作業。

步驟6
必要時可佐以色票比
對，以確保更加精準
的對色成果。

流程平均重複1 - 2 次。

數位對色流程
省下寶貴的

時間！

與印刷業的設計師及業者格外受用。

想要告別繁複的目視檢查及數據調整作業嗎？現在就讓Epson色度計陪您實現專色匹配與精準的色彩重現，為企業節省
寶貴的時間與人事成本。

立即線上註冊，即可享有全機2年保固
Epson推出全新 SD-10分光光度計，我們對新產品的品質與穩定度抱持著強烈的信心，並願意把信心
轉化成實質的回饋，只要進行產品註冊，立即享有全機兩年保固，讓所有購買Epson SD-10分光光度
計的使用者，擁有最安心的保障。

不需搭配網路及電腦
SD-10具備LCD螢幕，無需網路或電腦
即可獨立作業。除內建長效電池外，也
能輕鬆透過USB Type C線隨時補充電力。

 

35 mm

LCD螢幕

資訊圖像化
不論是測量數據或相似色等資訊，應用程式皆可透過
圖文並茂的方式顯示，並內建Pantone色票庫。

直覺式的操作介面
方便色彩比對
有了SD-10，色彩比對和驗證變得更加容易，查找過往
測量記錄不再繁瑣費時。

Epson Spectrometer App應用程式
透過藍芽連接行動裝置，輕鬆儲存色彩資料，
供您未來隨時參考。

連接使用不受限

*1 SD-10可透過藍牙連接智慧型手機。 

藍牙連線 *1

行動裝置

顯示測量數據
（Lab、LCH、LRV
、HEX、RGB、CMYK）

圖像顯示
（色域範圍、顯示色域
輸入/輸出）

單一色彩量測 色彩比 對

*2  SD-10 可透過USB Type-C線材連接電腦。 
 *3 需安裝Epson Edge Print PRO Ver. 4.1或更新版 本。

Epson Edge 
Print PRO

透過USB Type-C 
*2

 或藍牙無線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