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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通色彩研究所™
Pantone Color Institute™

彩通塑膠
Pantone Plastics

色彩預測出版品讓您一探未來的色彩
及色彩系列建立服務。此外，了解如
何標準化您的色彩並創建自己的品牌
色彩故事。

彩通塑膠標準色片 [Pantone Plastic
Standard Chips] 在現有的彩通色彩
中提供一個指定色彩的新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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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通平面設計
Pantone Graphics

彩通的數碼、硬件及儀器產品
Pantone Digital, Hardware
and Instruments

信心滿滿的色彩 － 294 種彩通配色
系統 [Pantone Matching System®]
用的新色彩！

無論是在工作室裡或路途上，數碼工具
提供準確性與靈感，讓您輕鬆地使用
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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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新

203 種新的
滌綸 [Polyester] 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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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通服裝，家居 + 室內裝潢
Pantone Fashion, Home
+ Interiors
進入滌綸獨有的全新色彩。還有 TPG
色彩頁 [TPG Sheets] 的重要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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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感。深度觀察。
知識。解決方案。
彩通色彩研究所提供獨特與周全的色彩
解決方案，讓色彩的應用及整合成為您
的策略性資產。從定製的色彩開發與諮
詢服務，到市場調查與教育訓練，我們
的色彩專家可以協助您運用色彩來增加
消費者的忠誠度與激發出強大的商業價
值。

色彩諮詢服務

色彩系列開發

色彩可以促使產品銷售量增加達 85%。
參加彩通的色彩研討會或工作坊，學習
如何在您的設計策略裡運用色彩的力量，
獲得關於色彩情感層面的珍貴深刻見解，
或是得到實用的建議，讓您在管理色彩
工作流程時發揮最高的效率。

客製化的色彩系列能確保顯著的市區隔。
我們和客戶合作打造創新與客化的色彩
系列，既能呼應最新的趨勢，也符合既
定的品牌策略需求。所有的系列都提供
視覺圖像、色彩主題、顏色命名及關鍵
色彩訊息。色彩系列方向預測可提前達
五年。

定製色彩
彩通色彩研究所提供定製
及多方面標準的解決方案。

彩通色彩研究所使品牌擁有者能指定、溝通
及管理色彩：
• 橫跨多種底材
• 為合適的照明條件
• 與多個供應商合作時
定製色彩標準適用於以下應用程式，可以突出
您的品牌及選擇色彩名稱：
紡織品 － 棉布版標準包含服裝，家居 + 室內
裝潢系統 [Fashion, Home + Interiors System]
中使用的 SMART 棉布版色卡 [SMART Color
Swatch Card]。
塑膠 － 提供多種樹脂、透明及不透明的色片。
印刷 － 是許多全球性品牌實質上的原始色彩
標準，提供光面銅版紙或膠版紙兩種版本。

品牌視覺識別

定製色彩

色彩可增加品牌辨識度達 87%。彩通色
彩研究所能協助您選擇或界定您品牌的
代表色。我們可以推薦配合品牌的色彩
系列，並提供品牌的色彩故事，包括色
彩意義與訊息，將您選定的色彩與品牌
的形象結合。

彩通色彩研究所能協助您界定您品牌
的色彩，並提供專門定製的色彩標準，
確保色彩在不同材質及整個供應鏈上
的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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塗層 － 是一系列高度穩定的塗層色彩標準，
整個供應鏈指定色彩及以視覺或儀器評估色彩
之用。

欲了解更多，請瀏覽 pantone.com/
custom-color。

欲進一步了解定製色彩服務，請參閱
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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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NTONE®VIEW 家居裝飾 + 室內
裝潢流行色展望
PANTONE®VIEW Home + Interiors
完全聚焦於家居裝飾與室內裝潢市場流行色的
年度色彩趨勢預測書。整體的宏觀趨勢主題強
調家居裝飾的重要氛圍，提供依色系區分的色
彩方向、七個趨勢色彩系列包含視覺靈感與色
彩組合、以及重要的表面加工、組織及圖案外
觀。並提供所有預測色彩 1” x 4” 的棉布版色卡
與趨勢圖像。
VH

色彩觀點
VIEWPOINT Colour
這是一本針對色彩的季節性生活風格書，以
生活風格手法提供跨越所有設計領域的色彩。
為突顯關鍵色彩主題，每一期包括靈感圖像、
新的材質方向及以彩通色彩 [Pantone Colors]
呈現的趨勢預測，另外還有色彩消息與色彩
心理研究。不適用於所有地區。
VIEWPOINT

色彩潮流趨勢預測
PANTONE®VIEW 色彩潮流
趨勢預測出版刊物為您提供
未來 6-24 個月的色彩方向。

PANTONE®VIEW 流行色展望
PANTONE®VIEW Colour Planner
生活風格式的季節性趨勢預測,
PANTONE®VIEW 流行色展望提供視覺靈感，
重要色彩方向，色彩搭配建議以及材質與品
的應用，適用於男裝、女裝、運動服飾、彩
妝、室內裝潢、時尚配件、鞋類，工業設計
及平面設計等領域。包含 1” x 4” 趨勢預測色
彩棉布版色卡、季節色彩綜覽海報、USB 預
載各個趨勢主題的圖像、和依照色系及趨勢
主題來呈現的便攜式色卡。不適用於所有地
區。
VC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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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2019 新產品！
彩通配色系統® [Pantone
Matching System® (PMSTM)]
新增了 294 種新色彩，與
服裝，家居 + 室內裝潢系統
[Fashion, Home + Interiors
Systems] 兩者之間提供更直
接的配色方案從而提高色彩
在不同底材上的一致性。

配方指南兩本套裝
光面銅版紙 & 膠版紙
Formula Guide two-guide set
Solid Coated & Solid Uncoated
彩通配方指南呈現 2,161 種彩通專色色彩
[Pantone Spot Colors] 與對應的油墨配方，
用以提供設計靈感、指定色彩及達到印刷
準確性，是系統中熱銷的色彩指南。適用
於設計商標與品牌、行銷材料、包裝，以
及需要專色印刷之時。
GP1601A

B.

A. 專色色票兩本套裝

光面銅版紙 & 膠版紙
Solid Chips Coated & Uncoated
two-book set
彩通專色色票包括所有彩通專色色彩，以可
分享的打孔式色票格式印製在光面銅版紙與
膠版紙上。利用這種靈活的形式為設計色系
、主題氛圍板或產品草圖增添色彩，為設計
檔案附上色彩以便和生產夥伴分享，以及用
於印刷色彩批核。
GP1606A
B. 專色套裝

Solid Color Set
C.

專色套裝包括所有彩通 2,161 種專色，印製
在光面銅版紙與膠版紙上，以兩種互補的形
式呈現：配方指南採便攜式扇形形式；專色
色票採桌上型套裝形式，內含每種色彩的打
孔式色票。
GP1608A
C. 專色指南套裝

Solid Guide Set
包括所有四種彩通專色指南：配方指南 –
光面銅版紙 & 膠版紙、粉彩色 & 霓虹色
及金屬色。專色指南套裝包含彩通配色
系統所有 3,026 種色彩，提供設計師大
規模彩通市場導向的專色色彩。
GP160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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疊印色彩
廣色域指南源植基於一些先
進的印刷技術，提供七色疊
印的配方，與彩通配色系統
色彩的符合度比四色疊印要
好上 90%。

廣色域指南 – 光面銅版紙
Extended Gamut Coated
彩通廣色域指南是疊印技術的新發展，將
色域增加橘、綠、紫三色，較 CMYK 四色
疊印效果多出 90% 與彩通專色色彩更接近。
在設計行銷材料、標誌及包裝時使用廣色域
指南,色彩會更生動，也更接近於彩通專色
色彩。
GG7000

CMYK 指南 – 光面銅版紙 & 膠版紙
CMYK Guide Coated & Uncoated
彩通 CMYK 指南呈現 2,868 種四色疊印色彩
與對應的數值。這些色彩是彩通平面設計系統
獨特的色彩，無法與彩通專色色彩比對。適用
於採用四色疊印印製之時。
GP5101A

彩通色彩橋樑®
Pantone Color Bridge®
彩通色彩橋樑套裝將彩通專色與採用四色疊印
的模擬色彩並排呈現於光面銅版與膠版兩紙上
，以供目視比對，是平面與數碼設計師靈活的
工具。並包含對應的 CMYK、Hex 及 HTML 數
值以利數碼設計師使用。當數碼設計、動畫及
包裝設計需要採用四色印刷時，即可使用色彩
橋樑套裝。

色彩橋樑是彩通靈活的平面
設計色彩工具，提供專色與
CMYK 四色印製的色塊，並
包含 RGB、CMYK 及 HTML
數值。現新增了 294 種新色
彩！

光面銅版紙指南 GG6103A
膠版紙指南 GG6104A
光面銅版紙 & 膠版紙套裝 GP610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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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色
平面與包裝設計用的彩通
金屬色 [Pantone Metallics]
，現提供新色彩及新格式！
再加上粉彩色 & 霓虹色，
讓你的平面設計特別出色。

金屬色指南 – 光面銅版紙
Metallics Guide
彩通金屬色提供貼近流行與市場的色彩，
打造獨特，優雅，引人注目的設計細節。
適用於包裝、商標與品牌、海報標誌及
行銷材料。
GG1507A

金屬色色票本 – 光面銅版紙
Metallic Chips Book

粉彩色 & 霓虹色 – 光面銅版紙 & 膠版紙
Pastels & Neons Coated & Uncoated

包含色票存放夾！
金屬色色票本採用可共享的打孔式色票格式，
展示一系列獨特及優雅的彩通金屬色色彩。
使用這多用性的工具把色彩添加到你的主題板
或產品設計上，附加色彩到設計檔案裡及核可
印刷時的色彩。
GB1507A

粉彩色 & 霓虹色指南是由柔和的粉彩色與鮮明的
霓虹色組成的現代色彩系列。指南及色票均提供
有魅力與現代感的彩通專色。在設計包裝、商標
與品牌、行銷材料需要使用粉彩與霓虹色彩時，
可使用本指南。
指南 GG1504A
色票 GB150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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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惠套裝

便攜式指南工作室
Portable Guide Studio

彩通的優惠套裝
可為您省下一筆！

完整結集八種彩通色彩指南，包括配方指南
－ 光面銅版紙 & 膠版紙、色彩橋樑 － 光面
銅版紙 & 膠版紙、CMYK － 光面銅版紙 &
膠版紙、金屬色及粉彩色 & 霓虹色。整套
產品是平面、印刷及數碼設計師理想的工具，
用以獲得、攜帶、存放及保護現有貼近市場
的專色、專色對應疊印色、疊印色及特別專
色色彩。總共 5,894 種色彩提供靈感，用以
靈活設計商標與品牌、行銷材料、數碼設計
與動畫。
GPG304A

必備精選套裝
Essentials
彩通必備精選套裝是平面與數碼設計師理想
的入門工具，結合六冊彩通熱銷的指南：
配方指南 － 光面銅版紙 & 膠版紙、色彩橋樑
－ 光面銅版紙 & 膠版紙及 CMYK － 光面銅版
紙 & 膠版紙，置於方便攜帶的手提箱內，涵蓋
從專色到疊印色的基本必備印刷需求。在尋找
靈感，設計行銷材料、數碼設計及動畫，以及
需要比較或印製專色或疊印色時，總共 5,029
種獨特色彩就在手邊，即可派上用場。

參考色庫
Reference Library
參考色庫包含八冊彩通扇形指南與四本
色票本，涵蓋 5,800 種專色、專色對應
疊印、疊印及特別專色，用以提供靈感，
設計商標與品牌、行銷材料、數碼設計及
動畫。這桌上工具能讓您更方便地保存
我們必要的平面設計指南及色票本。
GPC305A

GPG30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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紡織品色彩
紡織設計時用以實現期望
色彩的聰明工具，現提供
棉布、尼龍及滌綸版本。

棉布版色庫
Cotton Swatch Library
棉布版色庫是設計布料時用於產品開發與建
立色彩系列的終極工具。一套七冊的工具以
2” x 2” 可取出的色卡形式呈現服裝，家居 +
室內裝潢系統所有 2,310 種市場導向的色彩
。棉布版色庫是一套採用雙層可活動式棉布
的色彩參考工具，是色卡[Swatch Card]以外
以較大與真實的格式展現每種彩通色彩。
FHIC100

SMART 棉布版色卡
SMART Cotton Swatch Card
彩通色卡提供服裝、布料及家用紡織品的
棉布色彩標準給設計師，調色員與產品開發
人員。4” x 4” 的色卡以 100% 的府綢棉布製
成，共 2,310 種雙層可活動式布料的色彩。
以準確的色彩規格製成，每張色卡均包含一
個外袋，以確保產品生產時的色彩準確性。
所有其他的服裝，家居 + 室內裝潢色彩產品
都引用這個權威的色彩標準。

棉布版色卡是所有彩通布版
出版刊物 [Pantone Cotton
Publications] 均引用的色彩
標準。專為簡易的測量及分享
而設，適用於全球所有 2,310
種彩通棉布版色彩 [Pantone
Cotton Colors] 。

SWCD TCX
光譜數據 SPCDTA

16 彩通服裝，家居 + 室內裝潢 – 棉布版

彩通服裝，家居 + 室內裝潢 – 棉布版

17

A. 棉布版色票套裝

A.

D.

Cotton Chip Set
彩通棉布版色票套裝是紡織、服裝、家居及
室內裝潢設計師用來建立色彩系列實惠的工
具。這套兩冊的參考工具包含服裝，家居 +
室內裝潢系統 2,310 種色彩，可取出的棉布
版色票容許您將色彩並排放置，以選擇色彩
系列、展示及溝通色彩。
FHIC400

用尼龍鮮豔色來強力出擊！
21 種搶眼、生動的色彩選
擇，供您設計風格強烈的
紡織品之用。

B. 棉布版策劃手冊

Cotton Planner
彩通棉布版策劃手冊包括所有服裝，家居 +
室內裝潢系統 2,310 種市場導向的色彩，以
棉布製作，採方便精巧的單冊形式，適合辦
公室使用，是紡織、服裝、家居及室內裝潢
設計師熱門的桌上型色彩參考工具。
FHIC300
C. 棉布版通行證

Cotton Passport
便於攜帶的彩通棉布版通行證包含所有 2,310
種服裝，家居 + 室內裝潢色彩，讓您在商店裡
、拜訪客戶或在工廠時，可以查看布料色彩。
棉布版通行證是一冊採摺頁形式的指南，讓您
得以一次檢視所有色彩並進行選色。
FHIC200

C.

B.

E.

D. 尼龍鮮豔色套裝

Nylon Brights Set
21 種尼龍鮮豔色集中在便利的單一環圈上。
先利用尼龍鮮豔色套裝來挑選色彩，然後再
訂購 4” x 4” 的色卡以享有更佳檢視效果。這
些搶眼鮮豔色彩是經特別挑選應用在服裝上
，包括泳裝、外衣、運動裝、工作服及安全
產業。
FFN100
E. 尼龍鮮豔色色卡

Nylon Brights Swatch Card
彩通尼龍鮮豔色色卡提供尼龍色彩標準給
設計師，調色員與產品開發人員。色卡提供
21 種鮮豔與螢光色彩，經小心挑選應用在
服裝上，包括泳裝、外衣、運動裝、工作服
及安全產業。每張 4” x 4” 的色卡以 100% 的
尼龍製成，雙層可活動式及以準確的色彩規
格製成。
SWCDTN
光譜數據 NBSPCD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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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新格式！
隆重介紹滌綸色卡本：
獨家精心挑選 203 種
獨一無二，永不過時，
特別為滌綸創造重要色彩。
彩通服裝，家居 + 室內裝潢：
在對的材質添上對的色彩。

滌綸色卡本
Polyester Swatch Book
彩通的滌綸色卡本包含 203 種獨一無二、
依趨勢預測挑選的色彩，以全新、重新設計
的檔案夾格式，為服裝、布料及家居紡織品
的設計師與調色師提供便於使用的色彩組合。
2” x 2” 的迷你色卡將色彩呈現在 100% 滌綸的
雙層布料上。串連的口袋便於看到每排 5 種色
卡，每頁總共 35 種色彩，全置於一個輕巧的
檔案夾內。
FFS200

滌綸色卡
Polyester Swatch Card
彩通滌綸色卡提供服裝、布料及家用紡織品
的非有機，合成纖維的新標準給設計師，
調色員與產品開發人員。每張色卡以雙層可活
動式，100% 不可回收的滌綸製成及以準確的
色彩規格製成。這 203 種色彩經過精心挑選，
代表了最受歡迎的色彩，同時也能與服裝，
家居 + 室內裝潢的棉布及尼龍標準互補。
SWTSX
光譜數據 PQT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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漆面紙版
所有 2,310 種服裝，家居 +
室內裝潢棉布版色彩也提
供漆面紙版，適用於塗漆
或塗層產品設計。

色彩手冊及指南套裝
Color Specifier & Guide Set
辦公室內與旅途上的色彩工具！彩通色彩手冊
以可撕取式色票及漆面紙版呈現 2,310 種服裝
，家居 + 室內裝潢棉布版色彩 [Fashion, Home
+ Interiors Cotton Colors]，用於與客戶及供應
商準確溝通色彩。兩本手冊的色彩均採用 TPG
(Textile Paper-Green) 格式。
FHIP230N

色彩指南
Color Guide
彩通色彩指南以漆面紙版呈現 2,310 種服裝，
家居 + 室內裝潢棉布版色彩，顯示顏色在產品
上的外觀。色彩指南是家居耐用品、陶瓷品、
塗漆、化妝品、時尚配件及皮製品的色彩參考
工具，也是漆料及塗層裡實惠的便攜式產品。
FHIP110N

TPG 色彩頁
TPG Sheets
彩通 TPG 色彩頁是用來顯示色彩在產品上的
外觀，以 8.5” x 11” 尺寸滿版的漆面紙頁呈現
所有 2,310 種服裝，家居 + 室內裝潢棉布版
色彩。每張色彩頁的背面印有網格，包含對應
的色彩名稱與色號。TPG 色彩頁為產品設計師
與產品夥伴提供多樣化的色彩展現用途，用以
溝通、規格及評估色彩,適用於家居耐用品、
陶瓷、塗料、化妝品、時尚配件及皮革應用
等領域。

新的彩通 TPG 色彩頁具備
大面積的單一色彩，為產品
設計提供更佳的色彩可視度
，並能輕鬆地包覆、裁切以
及指定和分享色彩。

T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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閃光金屬色指南
Metallic Shimmers Color Guide
彩通服裝，家居 + 室內裝潢系統 [Pantone
Fashion, Home + Interiors System] 推出包含
200 種新色彩的閃光金屬色指南。這個富含
金屬光澤的精選色彩系列提供範圍廣泛的閃
光金屬表面效果，正是設計師、產品開發人
員及製造商所需。金屬表面效果訴說著奢華
與光輝，但仍顯現出產品的真實顏色。指南
採扇形格式，每頁呈現滿版的單一色彩。

TPM Metallics

FHIP310N

閃光金屬色手冊
Metallic Shimmers Color Specifier
彩通服裝，家居 + 室內裝潢系統 [Pantone
Fashion, Home + Interiors System] 推出包含
200 種新色彩的閃光金屬色手冊。這個富含
金屬光澤的精選色彩系列提供範圍廣泛的閃
光金屬表面效果，正是設計師、產品開發人
員及製造商所需。金屬表面效果訴說著奢華
與光輝，但仍顯然出產品的真實顏色。靈活
的形式包含可撕取的紙版色票可用於主題氛
圍板、產品草圖或附在設計檔上。
FHIP410N

閃光金屬色 TPM 色彩頁
Metallic Shimmers TPM Sheets

200 種放閃的新方法！
隆重介紹閃光金屬色 –
200 種服裝與產品設計
的金屬與珠光新色調。

閃光金屬色手冊及指南套裝
Metallic Shimmers Color Specifier
and Guide Set

彩通服裝，家居 + 室內裝潢系統 [Pantone
Fashion, Home + Interiors System] 推出包含
200 種新色彩的閃光金屬色 (TPM) 色彩頁。
這個富含金屬光澤的精選色彩系列提供範圍
廣泛的閃光金屬表面效果，正是設計師、產
品開發人員及製造商所需。靈活的形式可用
於溝通、指定及評估您選定的金屬色彩。
TPM

200 種新的奢華金屬效果擴充您的彩通服裝，
家居 + 室內裝潢系統 [Pantone Fashion, Home
+ Interiors (FHI)] 色彩範圍，應用在時尚配件、
鞋類、電子產品、家居用品及室內裝潢的設計
上。整套包含便攜式參考工具閃光金屬色指南
[Metallic Shimmers Color Guide]，呈現每頁滿
版的單一色彩，以及閃光金屬色手冊 [Metallic
Shimmers Color Specifier]，包含可撕取的
色票，用於建立色彩系列、主題氛圍板、產品
草圖，或附在設計檔上以利溝通色彩。
FHIP530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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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us 塑膠標準色片系列
Plus Plastic Standard
Chips Collection
彩通 Plus 塑膠標準色片系列包括 1,755 種
彩通暢銷的平面設計色彩及對應的顏料配
方，對需要大量色彩的耐用品產業是完美
的工具。這系列包含一本光面銅版紙的配
方指南，可輕鬆互相參考專色印刷材質。
這是我們一款強大的參考工具，為消費產
品開發從靈感帶到現實。
PSC-PS1755

彩通塑膠

塑膠標準色片
Plastic Standard Chips

彩通塑膠色片為您提供的
塑膠標準是您所認識及喜
歡的彩通配色系統和服裝，
家居 + 室內裝潢色彩。

彩通塑膠色片是建立色彩系列、溝通色彩及
生產塑膠產品完整的色彩工具。這個系統的
色彩可對應彩通平面設計或服裝，家居 +
室內裝潢色彩，即使跨越不同材質，也能
同樣複製。每塊色片包含光面與啞面、分層
厚度及顏料配方，確保色彩的準確性與複製
效果。
PQ-100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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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調系列
Tints and Tones
您在尋找應用在塑料上的中性色彩嗎？
彩通色調系列包括 100 種暢銷的白、灰
及黑色調，選自彩通平面設計彩通配色
系統 (PMS) 及服裝，家居 + 室內裝潢 (FHI)
色庫的色彩。這個精心挑選的冷暖色調
系列，讓您得以跨界比對應用在塑膠設
計與應用在紡織產品、平面設計及包裝
的色彩。每塊色片都包含顏料配方，確
保跨越多種材質時的色彩管控。
PTTC100

色系塑膠色片組
Plastic Chip Color Sets
您在尋找某個色系裡的特定色彩嗎？將您需要
的色彩全都集中一處。我們的色系塑膠色片組
對應我們的平面設計彩通配色系統（PMS），
以便您的塑膠產品色彩可以符合您的印刷及
包裝色彩。
黃、橘和金 2017-039
綠 2017-040
紅 2017-041
灰和黑 2017-042
藍 2017-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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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碼色彩

彩通工作坊 ( iOS版 )
Pantone Studio for iOS
用彩通色彩來捕捉您的世界，建立色彩系列，
嘗試以 3D 的材質與設計來呈現，並且在您的
Creative Cloud® 帳戶、社群網絡以及和您的客
戶一起分享彩通色彩。提供色彩搭配，互相參
照，充滿靈感的文章以及更多。

全套完整的彩通色庫就在
您的口袋裡，或是產品生
產時就在手邊。捕捉激發
您設計靈感的色彩，並確
保它們準確地呈現在您所
選擇的材質上。

App Store 可供下載。

Adobe® Creative Cloud® 的
彩通擴展程序
Pantone Extension for Adobe®
Creative Cloud®
這擴展程序提供了完整的彩通體驗－能獲取
所有彩通色彩 [Pantone Colors] 系列及色庫，
並擁有強大的色彩工作流程功能所支援，這
些全都整合在設計師最需要的地方：Adobe
Illustrator®，Photoshop® 及 InDesign®。從畫板
上導入色彩以找到最接近的匹配結果，導出到
色卡面板，將 Adobe Adobe 及 InDesig 值轉換
為彩通色彩等等。
從 Adobe Exchange Marketplace 下載，免費試用後
需要每月訂閱

myPantone™ Android™ 版
myPantone™ for Andro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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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通色彩管理軟件
Pantone Color Manager Software

使用 myPantone 應用程式，就可以訪問各種
彩通色庫 [PANTONE Color Libraries]。任何設
計師都可以使用此應用程式查看色彩，建立
調色板，無論走到哪裡都可以與同事和客戶
一起分享。

彩通色彩管理軟件可用於同步並保持所有
彩通色庫於設計軟件中，且提供 MacOS 與
Windows 兩種系統版本。利用這個產品將超
過 10,000 種彩通色彩載入 Adobe Creative
Cloud®、Corel® 或 QuarkXPress® 設計程式中
使用。

Google Play 可供下載。

PSC-CM100

數碼色彩工具讓您在步入
生產階段前就得以預覽並
指定色彩實際呈現的效果，
免除昂貴、耗時的重製作
業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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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件 & 儀器
無須妥協。使用彩通的
色彩管控工具，確保您
得到的色彩就是您想要
的色彩。

A.

A. ColorMunki

校色儀
ColorMunki Display

對要求專業品質並加上一個簡易、引導安裝
的介面的設計者而言，ColorMunki 校色儀提
供您可能需要的所有特色，讓您的顯示器或
投影機的色彩達到出色的精準程度，以便您
專注於進行熱愛的工作。
CMUNDIS
B. i1Display

專業校色儀
i1Display Pro

新 i1Studio 設計師版
i1Studio Designer Edition
新的 i1Studio 設計師版 [i1Studio Designer
Edition] 是追求高品質成果的色彩完美主義
者由始而終的色彩管理解決方案。i1Studio
分光光度計能為您多個裝置校準色彩，彩通
色彩管理軟件 [PANTONE Color Manager] 則
幫助您建立色彩系列並直接輸入設計工具內。
您的最終產品會比您想像的更符合預期。

B.

i1Display 專業校色儀是眼光敏銳的攝影師、
設計師及影像專業人士的終極選擇，他們
追求顯示器、筆記型電腦及投影機螢幕高
度的色彩精確性。兩種使用模式讓認真的
色彩完美主義者在無與倫比的色彩準確度、
速度、選項與控制之間獲得理想的平衡，
以適用於任何工作流程。
EODIS3

EOSTUDIODE

32 硬件 & 儀器 – 顯示器校準

硬件 & 儀器 – 顯示器校準 33

彩通光源燈箱
Pantone Light Booths
彩通光源燈箱提供一致與穩定的環境以
評估產品與印刷物。色彩在各種光源如
日光、店面照明與螢光下會顯得不同，
因此在批核色彩前先在每一種光源下檢
視產品與印刷物非常重要，以避免產生
耗費成本的問題與退件。
五種光源, D65 P5D65840
五種光源, D50 P5D50840
三種光源, D65 P3D65840
三種光源, D50 P3D50CWF

提供燈管補充裝。

照明指標貼
Lighting Indicator Stickers

彩通的色彩校準與評
估工具讓色彩在您的
設計過程中都能保持
一致。

適當的照明是確保色彩準確性的關鍵。彩通
照明指標貼使用方便，在理想的照明情況下，
兩小片色彩貼紙的顏色會彼此符合，照明情
況不佳時，顏色就不會符合。將指標貼輕鬆
貼附在任何設計與生產檔案上，確保應用於
印刷與包裝上的色彩準確性。
適用於 D50 照明 LNDS-1PK-D50
適用於 D65 照明 LNDS-1PK-D65

彩通 Capsure™
Pantone Capsure™
一個完整的色彩比對解決方案。從任何表
面、材質或織物，甚至是小尺寸、有圖案、
多色的織紋和紡織品，都可捕捉色彩靈感並
快速準確地與彩通色彩進行比對。Capsure
簡單易用、攜帶方便，其先進的圖像捕捉技
術並為掌上裝置的準確性和多用性設立了
一個新標準。
RM200-PT01

圖像光譜色度計
Imaging Spectrocolorimeter

彩通配方電子秤
Pantone Formula Scales

RM200QC 圖像光譜色度計提供穩定的色彩
測量、比較與報告，讓檢測與管理不同批次
產品之間的色彩一致性變得簡便可靠。在檢
視塗漆、布料及金屬表面產品時，使用此工
具來管控色彩與建立色彩標準以供測量依據
之用。

配方電子秤 LC [Formula Scale LC] 用以製造與
調配僅需小批量油墨的彩通色彩，適合較小型
的印表機與不常使用專色印刷者。配方電子秤
3 [Formula Scale 3] 用以製造與調配中至大批
量油墨的彩通色彩，適合較大型的印表機與經
常使用專色印刷者。

RM200QC

最大重量可達 2 lb. PFS3-1-12
最大重量可達 10 lb. PFS3-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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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nsell 色彩系統是根據
色彩科學及人類感知，創造
出一套在識別色彩和了解色
彩關係的過程裡合乎邏輯的
簡易系統。

色彩視覺 100 檢測系統
Munsell Farnsworth 100 Hue Test
色彩視覺 100 檢測系統 [Farnsworth Munsell
100 Hue Test] 是一套高度有效、產業標準級
的測試工具，用來評估個人的色彩辨識能力；
操作容易，是備受推薦的色彩管理工具。這
測試是把一套彩色棋子按正確的順序放置，
利用評分軟件來確認您與您的團隊色彩視覺
的辨識能力。
CEP001

Munsell 色彩冊
Munsell Book of Color
Munsell 色彩中的「主要色譜」。色彩冊包含
可以打造出 Munsell 色彩空間實體模型的完整
色彩系列。內含 1,600 種可移動式的色樣，並
以簡單的圖解說明每一種色彩在 Munsell 色彩
空間的位置。
光面色冊 M40115B
啞面色冊 M40291B

Munsell 土壤色彩冊
Munsell Soil Color Book
Munsell 土壤色彩冊以合理的價位提供您來鑑
定地區裡的土壤種類。色彩冊讓使用者能在
鑑定現場容易並快速地鑑別土壤。 Munsell
土壤分類系統是一套行之有年且廣為接受的
Munsell 色彩系統。同時這套分類系統在美國
用來協助自然資源的管理與維護已超過 55
年。
M50215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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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通

294 種新色彩給
平面設計及數碼設計！

新推出

信心滿滿的色彩！

®
PCAT-SEP19-ASIA

商標。所有其他商標均為其各自擁有者的產權。如有遺漏
任何產品的商標，我們深表歉意，但這不應視為一種商標
侵權行為。這裡顯示的 PANTONE 色彩可能與 PANTONE 鑒
定的色彩標準出現差異，請參閱最新出版的 PANTONE 色彩
出版物，以獲取準確的色彩。Pantone LLC 是 X-Rite,
Incorporated 的全資子公司。© Pantone LLC, 2019。
版權所有。

Pantone® 及其他 Pantone 商標均為 Pantone LLC 的產權。
CAPSURE，ColorMunki，ColorMunki 標誌及 i1 是 X-Rite，
在美國和 / 或其他國家的商標或註冊商標。App Store 是
Apple Inc. 的服務商標。IOS 是 Cisco 在美國和其他國家的
商標或註冊商標並經許可使用。Android 是 Google LLC 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