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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11942 《彩色建筑材料色度测量方法》国家标准修订

编制说明

（征求意见稿）

1. 工作简况

1.1 任务来源

2020 年 12 月，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关于下达 2020年第四批推荐性

国家标准计划的通知》（国标委发〔2020〕53号）下达了标准制订计划要求，计划编号 20205003-T-469，

由全国白度标准样品标准化工作组归口。

1.2 主要工作过程

本标准的编制经历了以下阶段：

（1）资料的收集（2020年 12月至 2021年 1月）

接受标准编制任务后，牵头单位及时与国内主要建筑材生产企业、检测机构进行了沟通和联系，

并进行了资料的收集工作。

（2）标准草案的起草（2021年 1月至 2021年 3月）

本标准起草小组在充分收集、认真研究国内外相关标准及资料的基础上，通过邮件、信函等方式

向相关方广泛征询标准修订的意见和建议。初步拟定 GB/T 11942 《彩色建筑材料色度测量方法》标

准修订草案，并召开 3次专题研讨会议。

（3）试验验证（2021年 3月至 2021年 4月）

标准研制过程中，收集大量建材样品按照标准中的方法进行测试，并对测试结果进行分析，验证

测试方法及测试要求的合理性。

（4）标准讨论会（2021年 4月）

编制组召集了建材生产企业、检测机构及相关单位，于 2021年 4月 22日在北京召开了国家标准

GB/T 11942《彩色建筑材料色度测量方法》的讨论会，会议中对标准讨论稿进行了认真审议，提出

了修改意见。

（5）标准征求意见稿（2021年 4月至 2021年 8月）

根据标准讨论会中专家们提出的修改意见及进一步的实验验证，最终形成了标准征求意见稿。发

http://std.samr.gov.cn/gb/search/gbDetailed?id=B7830E2C556099BEE05397BE0A0A1F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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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征求意见稿至参编单位、相关专家，广泛征求意见后，初步汇总整理出征求意见汇总表。

1.3 主要参加单位和工作组成员及其所做的工作

主要参加单位有建筑材料工业技术监督研究中心和北京奥博泰科技有限公司。

由上述两家单位组成的工作组对标准编制过程中的各项工作分任务展开进行，建筑材料工业技

术监督研究中心负责标准制定过程中项目整体的统筹规划、各项会议的组织、试验的验证、测试方

法的合理性评价，北京奥博泰科技有限公司负责标准主要内容的撰写及原理验证。

1.4 项目背景

原标准发布实施以来，得到了社会相关方的高度重视，为建筑材料的颜色及色差的测量提供了

科学的方法，发挥了重要的引领作用。

国内建筑材料行业发展迅速，相关配套检测技术也不断改进以辅助判断材料颜色参数是否符合

质量要求。由于原标准中部分内容不满足现有检测需求，并且由于与其他相关标准的测量条件不一

致，导致测量结果存在差异，所以需要对原标准进行修订，完善建筑材料颜色及色差测量方法，保

障行业产品的公平比对，推动建筑材料行业快速发展。

1.5 行业调研情况

建筑材料行业一直处于稳定的发展中，出现了一些新型建材，颜色参数有了新的测试需求，测

试方法需更加科学、合理。需要对原标准进行修订，使标准相关内容更加科学、合理、易于使用。

建材行业出现了很多如彩釉玻璃等应用广泛的新兴建筑材料，而建筑用搪瓷的应用范围则越来

越小，应调整原标准的使用范围。

简易光谱法可以测量材料的色差，但在测量材料色度时会有较大的误差，所以应取消对简易光

谱法的单独规定。

在实际的测量过程中，有些情形需要以 CIE标准照明体 A的条件下进行颜色与色差的测量，应

增加 CIE标准照明体 A的相关内容。

建筑材料的反射色测量时，选择不同的几何条件、几何条件是否包含镜面反射光束、积分球的

开孔及光陷阱等的不同都会影响最终的测量结果。并且最新的 CIE中将 4种反射测量几何条件增加

为 10种，4种透射测量几何条件增加为 6种，使颜色测试更加准确。应根据不同的测量环境、被测

物质、被测物质表面特征来选择相应的几何条件与积分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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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的范围中包含了表面为镜面反射特征的材料，例如玻璃，这类材料颜色及色差的计算需镜

面光谱反射谱，而标准白板只适用于漫反射的测量，需增加标准反射镜的相关内容，而实际的仪器

校准过程中标准色板应用较少，应取消工作色板的相关内容。

在标准的应用中发现，原标准没有包含全部样品制备与处理方法，例如：在成型产品试样处理

中，有些样品是不需要或不可以烘样的，因此应重新编写样品制备的相关内容，使这部分内容适用

于范围中提到的所有材料。

随着建材行业的发展，主波长、兴奋纯度的颜色表示方法的应用范围越来越小，所以应取消主

波兴奋纯度的相关内容。

2. 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的说明

2.1 标准编制原则

本标准的编写按照 GB/T 1.1-2009的要求进行。

在本标准的编写过程中注意贯彻协调一致的原则，与已发布的相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规范

相协调。既考虑相关规范标准，更注重实际检测应用情况和检测水平。在充分考虑我国建筑材料颜

色及色差实际检测水平的基础上，既要突出标准的“科学性”、“前瞻性”和“适用性”，也要考虑到各类

检测仪器测试的“可行性”。

2.2 标准主要内容的说明

（1）范围

根据行业的发展，对范围进行了调整，增加了“装饰板材”、“彩釉玻璃”、“采光板”、“屋

面瓦”、“建筑光伏一体化组件”，取消了原标准中的“搪瓷”，将“水泥”、“玻璃”、“陶瓷”、

“壁纸等新型装饰材料”分别修改为“水泥及制品”、“建筑玻璃”、“建筑陶瓷”、“墙纸（布）”。

修订后此部分的内容为：“本标准规定了彩色建筑材料色度的测量方法。本标准适用于水泥及制品、

建筑陶瓷、建筑涂料、建筑玻璃、装饰板材、采光板、屋面瓦、建筑光伏一体化组件、玻璃钢、墙

纸（布）等非荧光彩色建筑材料的色度和色差的测量。”

（2）规范性引用文件

原标准中引用的基础标准发生了较大变化，最新的GB/T 9086-2007代替了原先的GB/T 9086-1988

与GB/T 9087-1988，所以将“2规范性引用文件”中的GB/T 9087更改为GB/T 9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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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后，本文件引用了GB/T 3977 、GB/T 3978、GSB A 67001、GB/T 36142。

（3）术语和定义、符号

为了提高本标准的易用性，增加了“3.1.3光谱分光类测色仪”、“3.1.4 光电积分类测色仪”的

术语和定义，增加了“3.2 符号”的相关内容，在3.2中罗列了本标准中所使用的几何条件符号。

修订后，本文件在此部分给出了 彩度、 色调角、光谱分光类测色仪、光电积分类测色仪的术

语和定义，并给出了8种反射几何条件。

（4）仪器

本部分内容包括采用光谱光度测色法的光谱光度计、采用光电积分测色法的光电积分类测色仪

器、以及测量条件。

对采用光谱光度测色法的光谱光度计的规定中，取消了关于简易光谱法的规定，而是根据仪器

测试波长的不同，分为用于色度测量的仪器（波段范围至少包含380nm～780nm）与用于色差测量的

仪器（波长范围至少包含400nm～700nm）。光谱光度测色法的光谱光度计的其他规定参考了GB/T

3979-2008中的相关内容与行业内实际的测量水平。

采用光电积分测色法的光电积分类测色仪器的规定参考了GB/T 3979-2008中的相关内容与行业

内实际的测量水平。

仪器测量与计算色度参数与色差时，所选用的CIE照明体、标准色度观察者、几何条件都会影响

最终的测试结果，当仪器具有积分球时，积分球的开口面积、光陷阱的位置、大小、形状也会影响

测试结果。为保证测量结果的一致性，标准在4.3对CIE照明体、标准色度观察者、几何条件、积分球

等仪器测量条件进行了规定。

（5）标准样品

由于在范围中有表面特性为漫反射特性的材料与镜面反射特性的玻璃，标准应兼顾这两种类型

的材料。所以标准中对测漫反射特性为主的样品时所用的标准白板与测规则反射特性为主的样品时

所用的标准反射镜作出规定。

修订后此部分内容包含标准白板、标准反射镜两部分

（6）试样

原标准对试样的取样、制备和处理并不适用于范围中所提到的所有材料，例如：在成型产品试

样处理中，有些样品是不需要或不可以烘样的。修订后的标准，根据材料使用场景下的状态、形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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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特性对材料进行分类，并给出不同类型材料的制备与处理方法，使试样的制备与处理应包含范围

中提到的全部材料。

修订后的文件，本部分内容包含取样、制备和处理两部分。

（7）测量

本部分内容包含仪器校准、颜色参数的测量、色差的测量三部分。

按仪器使用说明预热，透射测量用与样品相同厚度的空气层校准仪器，反射测量用标准白板或

标准反射镜校准仪器。

分别将三块试样置于测量孔上进行测量。对于异型试样，测量试样有代表性的平面，无平面的

试样应测量其相对平整部位，无平整部位的试样，可用小探头测量其规定的相同部位。对有特殊要

求的产品，可根据需要确定其测量部位。通过计算或直接测量获得每块试样的颜色参数，取三块试

样测量结果的平均值。

计算本批产品各试样的 L*、a*、b*平均值，计算各试样 L*、a*、b*与 L*、a*、b*平均值之间

的色差，色差最大值为该批产品的色差。对于不同批产品的色差测量，同每批产品的测量方法。对

于大件成型制品，以表面任一点为标准点，其他部位点与该标准点进行对比测量，通过计算或直接

测量获得各测量点与标准点的色差，色差最大值为该大件成型制品的色差。

（8）测量结果的计算和表示方法

随着建材行业的发展，主波长、兴奋纯度的颜色表示方法的应用范围越来越小，所以应取消主

波兴奋纯度的相关内容。

修订后，本部分内容包含色品坐标的计算、 L*、a*、b*的计算、L*、C*ab、hab的计算、色差ΔE*ab

的计算四部分，其中的计算公式及相关规定均与最新的 CIE文件保持一致。

（9）测量报告

测量报告应至少包括下列内容：

a) 试样的名称、标志、编号、厂家或送样单位；

b) 仪器的型号，标准照明体或照明体类型，照明观测几何条件及测孔面积；

c) 按要求报告颜色测量结果，并说明表色系统；

d) 偏离本标准的其他测量条件。

3. 主要试验验证情况分析



7

（1） 建筑玻璃的反射颜色

为了验证标准中颜色的测量计算方法，选择同一批次的 3 块建筑玻璃为被测样品，选择符合标

准第 4 章的光谱光度计作为测量仪器，几何条件为 8°：8°，照明体和标准色度观察者采用标准照

明体 D65 与 CIE1964 标准色度观察者颜色匹配函数。按照第 7 章的规定测量并计算三刺激，按照第 8

章规定进行颜色参数的计算。测量计算方法合理，数据见表 1。

表 1 建筑玻璃样品颜色

样品编

号

三刺激值
色品坐标

x10

色品坐标

y10

L* a* b* 彩度 C*ab 色调角 hab

X Y Z
测量

值

平均

值

测量

值

平均

值

测量

值

平均

值
测量值 平均值

测量

值

平均

值

测量

值

平均

值

测量

值

平均

值

1 16.36 20.18 18.00 0.30

0.30

0.37

0.37

52.04

51.86

-14.90

-14.86

7.02

7.00

15.36

15.32

-0.44

-0.442 16.22 20.01 17.85 0.30 0.37 51.84 -14.86 7.00 15.32 -0.44

3 16.11 19.87 17.72 0.30 0.37 51.69 -14.82 6.98 15.29 -0.44

三刺激

平均值
16.23 20.02 17.86 --

（2） 大件成型玻璃样品内色差

为了验证大件成型制品色差计算方法的可行性，选择符合标准第 4 章的光谱光度计作为测量仪

器，几何条件为 8°：8°，照明体和标准色度观察者采用标准照明体 D65 与 CIE1964 标准色度观察

者颜色匹配函数，选择一块大板玻璃作为被测试样，选取 5个测量点，各测量点分别与标准点（第 5

个点）进行色差测量与计算。测量与计算方法合理，数据见表 2。

表 2 大件成型玻璃的样品内色差

颜色及色差 1 2 3 4 5

L* 44.22 45.07 45.16 44.85 45.44

a* -3.85 -4.06 -4.1 -3.96 -4.1

b* -13.18 -13.22 -13.23 -13.34 -13.44

与第 5点的色差 1.27 0.43 0.35 0.61 --

样品内内色差 1.27

（3） 同一批次玻璃样品间色差

为了验证同一批次制品色差计算方法的可行性，选择符合标准第 4 章的光谱光度计作为测量仪

器，几何条件为 8°：8°，照明体和标准色度观察者采用标准照明体 D65 与 CIE1964 标准色度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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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颜色匹配函数，选取同一批次 3片建筑玻璃作为被测试样，计算各试样的平均颜色，计算各试样

分别与平均颜色的色差。测量与计算方法合理，数据见表 3。

表 3 同一批次玻璃的样品间色差

颜色及色差 1 2 3 平均

L* 51.24 51.56 51.20 51.33

a* -12.71 -12.82 -12.65 -12.73

b* 6.25 6.52 6.23 6.33

与平均颜色的色差 0.13 0.31 0.19 --

片间色差 0.31

不同批次间的用到的数据处理方法与同一批次样品的样品间色差的方法相同，这里不再重复给

出方法的验证数据。

4. 标准中涉及专利情况

本标准中未涉及到专利及其它知识产权问题。

5. 产业化情况、推广应用论证和预期达到的经济效果

随着新型建筑材料不断涌现，材料除了满足各种建筑功能要求的同时, 还要求具有较好的视觉舒

适性。而颜色或颜色一致性, 作为所有装饰建材的一种最直观的外貌表现, 越来越被重视。建筑材料

经过多年的发展，出现了很多如彩釉玻璃等应用广泛的新兴建筑材料，相应的颜色及色差测试方法

及仪器都有了一定的发展，原标准的有些内容已经不能满足当前行业的测量需求，急需对标准进行

修订。

标准的修订可以提升行业内各企业的经济效益。主要体现在提高彩色建材相关产品质量、提高

劳动效率、消除对外贸易技术壁垒，提高我国彩色建材出口产品的竞争力等方面。

标准的修订可以为建材行业带来良好的社会效益。一方面，可以进一步提高行业的颜色整体测

量水平；另一方面，可以进一步提高颜色检测从业人员素质。为建材行业的发展提供良好的社会大

环境。

标准的修订必将带来良好的技术效益。一方面，修订内容是众多单位共同合作的成果，原本分

散的技术创新能够更多地相互影响，不断提升颜色测量技术水平；另一方面，本标准的实施为技术

创新提供信息，必然加快整个行业的颜色测量技术创新速度。

6. 国外采标及对比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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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未查到与本标准项目对应的国际标准或国外先进标准。标准中部分内容参考了国际照明委

员会（CIE）技术报告。

7. 与现行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的协调性

本标准为推荐性行业标准，与国家现行的方针、政策、法律、法规以及标准是协调一致的。

8. 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重大意见分歧。

9. 标准性质的建议说明

建议本标准为推荐性国家的。

10. 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为了贯彻实施本标准，建议开展相关应用技术的培训工作，并对相关仪器实行统一配备。

11. 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本标准发布后,GB/T 11942-1989 废止。

12. 其它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其它应予说明的问题。

《彩色建筑材料色度测量方法》行业标准修订组

2021 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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