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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修订并代替 GB/T 21172—2007，等同采用国际标准 ISO 11037:2011 《感官分析  产品颜色

感官评价导则》（Sensory analysis — Guidelines for sensory assessment of the colour of products）。 

本文件与 GB/T 21172—2007（idt ISO 11037:1999 ）相比，主要变化如下： 

——本文件名称修改为“感官分析  产品颜色感官评价导则”替换之前的“感官分析 食品颜色评

价的总则和检验方法”； 

——本文件将所有的术语和定义在正文中列出，原标准的术语和定义在附录中列出，且增加了“视

觉感官评价员”、“适应”、“照明度”等三个术语（见 3.1、3.13、3.15）； 

——本文件对工作区的技术要求“大多数表面宜采用反射率在 0.3 至 0.5 的浅灰色”改为“大多数

表面宜采用反射率不小于 0.5 的淡灰色”（见 4.3）； 

——本文件将“液体样品”改为“不透明液体样品”（见 5.5.1.3）； 

——本文件增加了“澄清的液体样品”评价的相关指数参数，如液体密度、样品厚度、白度指数等

技术指标及其计算（见 5.5.2.8）；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 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部分由全国感官分析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566）提出并归口。 

本部分起草单位：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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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 前言 

ISO（国际标准化组织）是一个世界性的国家标准机构（ISO成员机构）联盟。国际标准的制定工

作通常通过ISO技术委员会完成。各成员机构如对技术委员会所确立的某一项目感兴趣，均有权参加该

委员会。无论是政府还是非政府国际组织，只要与ISO保持联系，均有权参与此项工作。ISO与国际电

工委员会（IEC）在所有有关电工技术标准化的内容上进行了密切合作。 

国际标准是根据ISO/IEC指令第2部分的规定起草。 

技术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制定国际标准。技术委员会通过的国际标准草案分发给各成员机构进行表

决。国际标准需要至少取得75%的成员机构投票才可发布。 

请注意，本文件中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权问题。ISO不负责识别任何或者所有此类专利权问题。 

ISO 11037由食品技术委员会（ISO/TC 34）感官分析分委会（SC 12）编制。 

因第一版已经技术性修订，第二版代替并废止第一版（ISO 11037: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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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规范的颜色感官评价，应由一名具有正常色觉的评价员在可重复的照明条件和评价条件下进行。通

常样品与标准颜色的匹配在日光下进行，但日光的光谱组成变化较大。而人造日光光源尽管其光谱分布

也很难精确控制，但在规定时间内却比日光更稳定，因此可保证颜色评价结果有更好的重复性。除非另

有被认可的方法，本文件描述的方法是，采用漫射日光或人造日光光源来代表日光的一个时相，用于常

规比较时，时相的相关色温为6500K（CIE标准照明体D65）。如存在争议时，颜色评价应在特定的人

造日光光源下进行。 

为了国家标准实施的协调一致，光源和照明体数据应依据相关的国家标准。此外，需要指出的是，

在与视觉评价相关的文件中，“观察者”一词在本文件中由“评价员”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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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官分析  产品颜色感官评价导则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通过与标准颜色视觉比较对产品颜色进行感官评价的总则和测试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不透明的、半透明的、浑浊的、透明的、无光泽的和有光泽的固体、半固体、粉末和

液态食品。 

本文件给出了用于感官分析（如由优选评价员组成的评价小组或者在特定情况下由独立专家进行的

差异检验、剖面分析及分等方法）中各种情况对评价和照明条件要求。 

本文件不涉及消费者测试或食品颜色的同色异谱评价，但有关同色异谱色匹配的主要内容可参考附

录A。特殊产品的颜色感官评价，如品酒用的品酒杯可采用特定国际标准，如ISO 3591。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2900.65 电工术语 照明（GB/T 2900.65-2004；IEC 60050-845|CIE 17:1987，MOD） 

GB/T 10220 感官分析 方法学 总论（GB/T 10220-2012；ISO 6658:2005，IDT） 

GB/T 10221 感官分析 术语(GBT 10221-2012；ISO 5492:2008，IDT) 

GB/T 13868 感官分析 建立感官分析验室的一般导则（GB/T13868-2009；ISO 8589:2007，IDT） 

ISO 8586 感官分析 优选评价员和专家级评价员的选拔、培训和监督的一般导则(待出版) 

3 术语和定义 

ISO 5492和IEC 60050-845/CIE 17中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与本文件。 

3.1 视觉感官评价员 

参与对产品颜色进行感官评价的人员。 

注：摘自GB/T 10221，2.5。 

3.2 色调 hue 



GB/T 21172—202X 

2 

表面呈现出类似知觉颜色红、黄、绿和蓝中的一种或其中两种色的组合的视觉属性。 

[GB/T 2900.65 (845-02-35)]  

3.3 明视觉 photipic vision 

正常眼睛适应于几个cd/m
2（坎德拉/平方米）以上的亮度水平时的视觉。 

注：在明视觉中，（视网膜的）锥体细胞是起主要作用的光感受器。 

[GB/T 2900.65 (845-02-09)] 

3.4 同色异谱刺激 metameric colour stimuli 

同色异谱 metamers 

光谱不同但有相同三刺激值的颜色刺激。 

相应的性质称为“同色异谱性”。 

[GB/T 2900.65 (845-03-05)] 

3.5 显色性 colour rendering  

照明体对物体色貌的影响。这种影响是评价员有意或无意地将它与参照照明体下的色貌相比较产生

的。 

[GB/T 2900.65 (845-02-59)]  

3.6 显色指数 colour rendering index 

由被测照明体照明物体所呈现的心理物理色与由参照照明体照明同一物体所呈现的心理物理色一

致程度的度量（应适当考虑色适应状态）。 

[GB/T 2900.65 (845-02-61)]  

3.7 色匹配 colour matching 

使一种色刺激与给定色刺激呈现相同颜色的操作。 

[GB/T 2900.65 (845-03-16)] 

3.8 光亮度阈值 luminance threshold 

可察觉刺激的最低光亮度。 

注： 该值取决于视野大小，背景，适应状态和其他评价条件。 

[GB/T 2900.65 (845-02-45)] 

3.9 色觉缺陷 defective colour v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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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别一些或全部颜色的能力降低的视觉异常。 

[GB/T 2900.65 (845-02-13)]  

3.10 评价条件 viewing conditions 

视觉观察时的条件，其中包括：眼睛与样品的距离，光源、样品和眼睛的几何关系，光源的光度测

定和光谱特性，样品周围视野的光度测定和光谱特性，以及眼睛的适应状态。 

[ASTM E284] 

3.11 彩色 chromatic colour 

具有色调的知觉色。 

注1 日常用语中，“颜色（colour）”一词常用来与白色，灰色和黑色相区别。 

注2 形容词“有色的（coloured）”常指彩色而言。 

注3 摘自[GB/T 2900.65 (845-02-27)] 

3.12 色适应 chromatic adaptation 

观察表面或光线颜色之后，视觉色调的改变。 

3.13 适应 

通过瞳孔孔径及视网膜的光化学变化来改变视觉灵敏度，眼睛在各种不同的照明下作用的过程。 

注：眼睛适应黑暗的时间比适应光亮的时间长。 

3.14 日光照明体 daylight illuminant 

具有与一种时相的日光相同或近似相同的相对光谱功率分布的照明体。 

[GB/T 2900.65 (845-03-11)]  

3.15（光）照度（表面上的某一点）illuminance 

即包含点和元素的表面的光通量入射比。 

[GB/T 2900.65 (845-1-38)]  

4 检验条件 

4.1 总则 

需要考虑ISO 6658 中列出的一般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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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色评价宜在严格控制照明条件（照明类型、水平、方向）、周围环境和几何条件（如光源、样品

和眼睛的相对位置）的适宜场所中进行。理想的评价场所应是一个专为进行色匹配而设计的标准光源箱

（见图B.1）。当颜色评价精度要求不高，或无标准光源箱，或检验样品不适宜使用标准光源箱时，评

价可在评价间或者开放的空间进行。 

4.2 检验室 

应符合ISO 8586规定的感官分析实验室的设计要求。 

4.3 工作区 

为了避免光的色对比效应、评价员的色适应以及反射光源和漫射光源对色彩特性的影响，工作区域

内及其周围的所有表面宜为非彩色的，大多数表面宜采用反射率不小于0.5的淡灰色。 

工作区亮度宜适中且均匀，墙亮度接近100坎德拉/平方米（cd/m
2）为最佳。 

评价间的亮度宜等同或者略高于周围环境。 

评价间应尽量满足上述要求，但对周围环境的要求可适当放宽（尤其当样品评价是在标准光源箱中

进行时）。 

一般情况下，评价间内部应涂成无光泽的、光亮度因数15%左右的中性灰色（如孟塞尔色卡N4至

N5，对应的中国颜色体系号为N4至N4.5）。当评价间主要用来比较浅色和近似白色的样品时，为使待

测颜色与评价间产生较低的亮度对比，其内部应被涂成亮度因数为30%或者更高的颜色（孟塞尔色卡

N6，对应的中国颜色体系号也为N6）。 

4.4 照明 

4.4.1 总则 

由于同色异谱的存在，在一种照明体下看起来颜色一致的样品，在另一种照明体下可能颜色不一致，

因此感官实验室内用于颜色评价光源的最小显色指数（Ra）应为90，CIE标准光源为D65。 

常规的色匹配可采用自然日光或者人造日光。但由于自然日光色相容易发生变化，而且评价员的判

断可能会受到周围有色物体的影响，因此进行色匹配的评价间应使用严格控制的人工照明以便于对照。

评价员在评价区内也应穿中性颜色的衣服，且视野内不应出现比被检样品更强烈的色彩。 

4.4.2 自然日光照明 

宜使用漫射日光，如对于北半球最好来自于北部多云天空；而对于南半球最好来自于南部多云天空，

并且这种日光不被任何色彩强烈的物体（如红色砖墙或绿树）反射。应避免使用直射日光。 

4.4.3 人造日光照明 

4.4.3.1总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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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使用4.4.3.2和4.4.3.3规定的几种人造光源。 

4.4.3.2 接近CIE标准照明体D65的光源 (代表包括紫外区段的平均日光，相关色温约6500K)。 

注 1：目前尚无经过认证的CIE标准照明体D65光源，但通用电气公司生产的显色指数为90的人造日光灯作为接近

D65的光源被广泛应用。 

注 2：CIE标准照明体D65的光谱与CIE标准照明体C相比更接近自然日光。 

用CIE51[16]中描述的方法评估了实际光源（用于比色法的日光模拟器）使用的模拟日光量质量。

照明质量应符合更严格的BC（CIELAB）要求。 

这些光源不仅应达到有关产品技术规范的要求，而且生产商还应声明该产品符合规范要求的平均运

行时间。 

4.4.3.3 CIE 标准光源 C（接近标准照明体 C，代表相关色温为 6770K 的平均昼光）。 

该光源仅在特定要求下使用，如用颜色图谱进行食品样品的色匹配时。 

注：更多信息见附录C。  

4.4.4 其他的人造光源 

CIE标准光源A是一个充气钨丝灯，光源色温约为2856K的普朗克辐射体（黑体或总辐射器）的辐

射，仅在特定要求下使用，如评价有色材料的同色异谱配色（见附录A）。 

4.5 光照度 

样品和任一标准颜色的光照度宜在800～4000lx之间。该范围的上限仅适用于评价黑色样品，而对

大多数颜色而言，光照度的适宜范围为1000～1500lx之间。 

无论是来自光源还是反射面的眩光，都不应干扰评价员的视觉。 

4.6 照明和评价的几何条件 

4.6.1 不透明或半透明样品 

光源、样品或评价员眼睛位置的变化都会影响结果，因此有必要对几何体条件进行标准化。为了尽

量减少样品表面光的直接反射，评价员与样品表面之间的视角应不同于光源照射到样品表面的角度。 

当使用标准光源箱或在评价间评价样品时，要求照明体与样品表面垂直，评价员的视线与样品表面

成45°角（见图B.2 b）；而当使用日光或在开放的空间评价样品时，要求照明体与样品表面成45°角，

评价员的视线与样品表面垂直（见图B.2 a）。 

在一些特定情形下，允许甚至鼓励评价员移动样品和标准样品以获得最佳评价条件。但如果与以上

推荐的标准照明和评价的几何条件（45°，0°）发生偏离时，应注明所采用的特定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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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2  透明或澄清液体 

见5.5.2.8条规定的几何条件。 

4.7 评价员 

4.7.1 评价员的招募和选拔 

按ISO 8586中规定的方法招募和选拔评价员。 

应注意的是，参与颜色评价的评价员应具有正常的色觉，因为有相当一部分人群具有非正常的色觉。

正常色觉的可接受水平，通常采用假等色实验法来确保正常的可接受水平（见[21]-[25]）。评价员辨别

色调的能力可通过法恩斯沃斯-孟塞尔100色调测试法（Farnsworth-Munsell 100 hue）评价。如要求评价

员具有较高能力进行严格色匹配选择时，需对其进行更敏感的测试（例如色盲测定器测定）。如若有评

价员配戴矫正视力的眼镜，则可见光在通过镜片传播时应有一致的光谱（即可能会减弱亮度，但不会改

变光谱颜色）。由于人的色觉会随年龄增长而发生较大改变，因此40岁以上的评价员均应参加色盲测定

器测试或者参加从条件色谱的颜色系列中选择最优匹配的测试。 

对评价小组而言，没有特别的要求。但若进行样品等级规格检验时，则要求选择有经验、接受过严

格培训并具备较强颜色辨别能力的评价员。 

4.7.2 培训 

宜对评价员进行包括对色调、明度和饱和度变化的样品进行比较、命名以及定性评价的训练，以期

通过培训而提高其颜色辨别能力。 

4.7.3 感官适应和疲劳 

只有当评价员的视觉很好地适应了光源的照明水平和光谱特性后，其评价的结果才有效。因此，如

果评价员经过一个与其视觉具有不同亮度的环境（如明亮的阳光），则宜让其先适应检验环境后再进行

颜色评价。此外，评价员宜停留在已经适应的照明条件下直到完成所有的颜色评价。但若评价员连续工

作，其视觉评判的质量会严重下降，因此评价员在评价期间应间歇休息几分钟。 

评价饱和度高的颜色之后不应立即评价饱和度低的颜色或者补色。当评价明亮的饱和色时，如不能

立即做出判断，评价员可对周围环境的中性灰色观察几秒钟后，再进行评价。 

5 检验方法 

5.1 基本原则 

在规定的评价条件下，由具有正常色觉的评价员对被检样品与标准颜色进行比较。 

5.2 标准颜色（参比样） 

当对某种食品进行视觉评价时，参比样可以是以下几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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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自某些颜色分类系统，如孟塞尔（Munsell）颜色体系，自然颜色体系（NCS），德国标准

化学会（DIN）颜色体系，法国标准化协会（NF-AFNOR）颜色体系的标准颜色（色卡图册); 

—— 专门设计的用于模拟食品颜色甚至有可能也模拟食品外观的参比样; 

—— 选择食品样品本身作为参比样。 

注：目前尚无国际认可的统一的颜色图谱和颜色名称系统。 

5.3 器具  

所用器具的特性，如颜色、光泽、透明度等应不影响颜色评价。 

5.3.1 带有玻璃罩的容器或者盘子，适用于粉末样品。 

5.3.2 底部有矩形观察窗的容器，适用于澄清液体。 

5.3.3 透明玻璃制成的平底瓶子、试管和三角瓶。  

5.3.4 带矩形开口的中性灰色小屏。 

5.3.5 三孔灰色大屏，中间为样品孔，两侧为标准样品品孔。 

注：被检样品应通过此类开口屏幕进行观察。 

5.4 被检样品 

取样和样品制备按ISO 6658规定的方法进行。 

5.5 检验步骤 

5.5.1 样品的制备 

5.5.1.1 干粉末样品（粒径尺寸小于 1mm） 

将被检样品轻轻堆积于一干净容器（5.3.1）中，至少2 mm厚度；盖上一块约1mm厚度的无色透明

玻璃盖，通过容器和玻璃盖之间的摩擦力，旋转压下玻璃盖至恰当位置。 

对非常细的粉末样品，制备时施加的压力极为关键。为了避免容器对样品施加压力不同而对评价结

果造成较大的影响，需设计一个特殊的容器。例如，在某些粉末颜色测定中，可能会因对样品施加的压

力不当而导致其颜色变化超过允许偏差的几倍。 

5.5.1.2 不透明固体样品 

一般来说，评价不透明固体样品时，不宜改变其外形。如必要时，可适度轻微改变，如压平样品，

均匀样品或将样品制备成特定的粒度大小。 

5.5.1.3 不透明液体样品 

将不透明液体置于干净的玻璃容器中（5.3.3），采用与评价固体样品相同的方法评价其颜色。 

5.5.2 比较法评价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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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2.1 总则 

将样品与标准颜色进行比较所需的步骤，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样品的大小和样品的表面特性。样品

的处理方法和观察方法也取决于样品是固体、粉末还是液体。但本文件中描述的原理适用于所有此类比

较。 

当被检样品的表面是具有光泽的（例如部分反射的），或者被检样品是不透明液体和被玻璃罩覆盖

的固体粉末时，应尽量减少镜面反射。如评价员是从一个非垂直角度观察样品，则需要在评价员视线的

对面放一个无光泽的具有黑色表面的物体。 

样品和标准颜色的照明条件应保持一致，在相同的均匀照明条件下，互相交换样品和标准颜色的位

置也是一种颜色比较过程中的好办法。 

5.5.2.2 不透明粉末样品 

按5.5.1.1的要求制备样品。 

为了在样品和标准颜色之间寻找最佳匹配，应把标准颜色放在样品的两侧，应使用三孔灰色大屏

（5.3.5），应把标准样品置于两侧观察窗下，样品置于中心观察窗下，通过在标准颜色间外插或者内插，

来确定样品的色调、明度和饱和度。也可使用灰色小屏（5.3.4）。 

5.5.2.3 不透明固体和平的、表面无光泽样品 

样品较小时，用手指或者镊子夹住样品，使其在标准样品之上，并与之保持一定距离，移动样品直

至达到最佳匹配。注意不要在标准样品或样品上留下投影。将标准样品按顺序排列，以减少比较次数和

因比较而产生的标准样品污染和磨损。如样品大且平，可将小屏（5.3.4）置于样品之上以便于比较。 

照明光源宜以45°入射角照射样品，垂直观察样品，尽量保证样品与标准颜色的照明条件相同，并

注意保持样品的观察面水平并接近标准颜色表面。无意地倾斜或抬高样品，以及样品或者标准颜色上存

在阴影时都会造成评价结果的误差。 

颜色评价过程如果在一个大工作区的上方采用漫射均匀的人造日光光源垂直照射，或在露天颜色评

价是在大部分漫射光来自于天空的状况下进行，样品和光源的相对位置就不是非常重要。 

表面无光泽的样品同样依据上述程序检测，但角度条件的变化对无光泽样品的外观影响不大，因此

照明和观察角度的要求不需要严格遵循上述程序。 

如果食品的颜色特征是通过直接的视觉评价（而不是与标准参比样对比）获得的，则应在食品正常

陈列的背景下进行评价，背景颜色可以是白色或其他颜色，一般不采用灰色。 

5.5.2.4 有光泽、无规则表面的不透明样品 

应重点注意照明和观察的角度，只有避免镜面反射才能确定样品的颜色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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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2.5 有光泽、有规则表面的不透明样品 

对于那些不能避免镜面反射的样品，评价员可通过变换样品的位置与自己平面的朝向将反射降低到

最小，来确定样品的颜色特征。 

5.5.2.6 颜色不均一的不透明样品 

某些样品如焙烤咖啡豆，可能由不同颜色的颗粒组成，以一定速度旋转盛有样品的平底容器，来观

察整个样品的均匀混合色。漫射屏幕可以替代旋转容器，但需注意减少或避免光在视觉镜面的散射。 

5.5.2.7 不透明、半透明和浑浊的液体样品 

对不透明液体样品，可将液体样品置于玻璃容器中，参照不透明固体的评价方法（5.5.2.3）进行颜

色评价。 

有时，半透明样品或者浑浊样品（如样品既透射光线又反射光线）可通过透射光进行颜色评价。但

是，不透明样品一般采用反射光进行颜色评价。因为样品的厚度会显著影响评价的结果，因此应对其加

以限定。 

某些情况下，采用反射光线与采用投射光线观察到的半透明样品颜色有一定差别，因此这些方法并

不等同。 

5.5.2.8 澄清的液体样品 

被检测样品应放在与检测透射光τ相似的透明容器中，采用化学分析法或临床分析法。此容器应是

玻璃制品，不吸收可见光谱，表面平行且平整，有固定的距离。盛装样品的小容器壁厚取决于液体密度

A10=lg (1/τ]。若A10小于1.0（透光率大于10%），则需采用10mm厚的样品盛装容器。若A10大于1.0，样

品盛装容器壁厚需采用5mm,2mm或1mm。 

对于厚度为1mm或2mm的玻璃容器壁，其平行度不应超过1%。 

若要检测透明度较高的样品（例如水、苏打水、精制油等），则需要300mm或更大厚度的样品盛

装容器。 

评价员垂直观察盛装好样品的容器尺寸应不小于10.0mm×10.0mm。若样品盛装容器是圆形，则底

部直径应不小于30mm。 

可通过水平（图B.3a）或竖直（图B.3 b）观察样本。垂直观察时，样品盛装容器内不应有空气，因

气泡存在会导致视线倾斜、偏离水平方向、观察的深度不同，进而导致观察到的颜色出现差异。 

观察透明液体样本的推荐方法为水平观察竖直放置的样品（图B.3a）。需在光照度不低于1000lx的

白色背景板下进行。在标准中，白色背景板的白色应符合在CIE标准照明体D65的照射下，白度指数

WCIE>95，白色色调Hw<1（IRAM 20022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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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竖直放置的液体样品进行水平颜色分析时，可在罗维邦系统的帮助下，检测样品颜色（见ISO 

15305）。 

须明确评价员的观察角度。计算白度指数（WCIE）时，根据观察角度高于或低于4%，可采用CIE的

相应检测标准（CIE1931或CIE1964）。其中的观察角度的计算来源于被测样品尺寸（如高度）除以样

品与评价员眼睛的距离。若结果小于0.007，则角度小于4°，否则大于4°。 

如果不能用CIE标准照明体D65来进行垂直液体样品的水平观察，也可使用CIE标准标准光源C来进

行样品颜色评价，其中使用的白色背景板的白色应符合CIE标准光源D65的WCIE与Hw值。 

表1显示了用于描述几乎是白色（不透明样品）与几乎没有颜色（澄清样品）的颜色名称 

表1 不透明样品和澄清样品的颜色名称 

不透明样品 澄清样品 

白色 无色      

粉白色 淡粉色 

黄白色 淡黄色 

绿白色 淡绿色 

蓝白色 淡蓝色 

紫白色 淡紫色 

6 结果的表达 

样品的颜色评价结果可以是测定样品的平均颜色，或者是符合色匹配范围的对应颜色名称。色匹配

的差异可能会因色调、明度、饱和度，或其两者、三者综合的结果引起。颜色差异主要由明度和饱和度

的变化引起，通常可采用不加修饰颜色的名称来描述，如橙色、亮橙色、温橙色（中度橙）、强橙色、

鲜橙色、深橙色等。 

样品的平均颜色（颜色均值）是指：样品由单个评价员或者一个评价小组经重复比较后，根据使用

的比色指数的规定来确定平均颜色的结果。 

7 检验报告 

检验报告应包括以下内容： 

a） 样品的所有必要信息； 

b） 所使用的取样方法（如果有）； 

c） 本国际标准（ISO 11037:2011）的参考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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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实验参数和条件（例如光源、色谱集、颜色名称系统、评价员的数量和类别）； 

e） 本文件未规定或视为可选的所有操作细节，以及可能影响实验结果的任何实验细节； 

f） 所获得的实验结果； 

g） 实验日期； 

h） 检验负责人的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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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同色异谱匹配 

当两个有色表面具有相同的光谱反射曲线时，在任何照明体下，无论其光谱特性如何，在视觉上它

们是匹配的，这样的匹配为“光谱匹配”。 

在给定的光源下，具有不同光谱反射曲线的两个表面有可能在给定的光源下达到视觉匹配，但在另

一具有不同光谱特性的光源下不匹配，这样的匹配为“同色异谱匹配”。 

判定某一色匹配是否为同色异谱匹配的最简单方法是，将样品先置于钨丝灯下检验，然后再置于荧

光灯下检验。如果在两种照明条件下都保持匹配，则不可能是同色异谱匹配。 

在符合本文件的人造日光光源下判定的同色异谱匹配，在某些特定日光条件下（如来自晴空的从北

面投射的光线或者太阳位置较低时的光线）可能不匹配，但是在最常出现的日光时相下是匹配的。当同

色异谱匹配现象出现时，评价员的视觉差异可能会影响他们做出两种颜色是否匹配的评价结果。 

如对同色异谱匹配进行量化描述，宜采用CIE标准照明体D65和A(钨丝灯)进行光谱测定，用CIE 15

中规定的方法计算色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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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资料性附录） 

观察角度安排 

B.1 颜色对比光源箱举例 

                                                                                        尺寸：米 

 

                                   图B.1 颜色对比光源箱 

图例： 

1、样品 

2、色度75型日光灯，显色指数94，色温7500K 

3、色度75 是通用电气公司产品的商标名。此信息只用来为方便读者阅读，并不构成本文件对该产品的背书。若有

其他产品可获得同样结果，也可使用。 

B.2 照明体、样品与评价员的相对位置 

B.2.1 45°/0°结构 

光源以45°入射角照射样品，评价员垂直观察样品（见图B.2 a） 

B.2.2 0°/45°结构 

光源垂直照射样品表面，评价员观察角度为45°（见图B.2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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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相对位置45°/0° b） 相对位置0°/45° 

 

图例： 

1、样品 

2、光源 

3、评价员 

图B.2照明体、样品与评价员的相对位置 

 

B.3 样品、照明体与评价员的相对位置（见图B.3） 

  

a） 水平 b） 垂直 

图例： 

1、样品 

2、照明体 

3、评价员 

4、背景板 

图B.3 评价员观察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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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C 

（资料性附录） 

补充信息 

光线的特征包括发射物的光谱分布、整个辐射的空间分布及其发光强度（或样品表面的光照度）。

光谱、光对样品的照射以及光强度同样重要。 

样品以不同方向反射或透射光线。光在评价员方向反射或透射，这对于样品外观来说非常重要，因

此需要确定光照方式、光照度以及样品观察方式。 

颜色分析包含物理、感官和心理因素。同一表面或物体在不同的观察条件下会呈现不同的颜色。因

此，本文件强调光源、类型、光照度及样品特征，评价员需确保所观测到的不同仅仅是因为样品差异导

致，而非其他外界因素。 

太阳光是一种自然光，但却不是固定不变的。它取决于天空被云覆盖的程度以及样品是否直接由太

阳光照射，还是同时受到多种光源的照射。并且，太阳光光谱随着一天中的时间而变化，也取决于环境

污染程度、海拔、地理纬度和季节变化等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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