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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克公司的波形显示在彩色分级中的应用
应用文章

在这篇应用文章中您将了解到：

泰克公司已经为彩色分级调整开发了几种特有的显示图形工具，以帮助您识别并解决色域违规问题。了解

这些显示工具将使您的内容看起来更加符合要求，并且可以明显加快彩色分级调整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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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您是否曾经经历过这样的事：您的主管要求您修整几

张拍摄不佳的镜头图片？您是否想使您最终完成的视

频短片看起来更好看？您是否想弄清楚您真正要看到

的是什么样的颜色？您是否为通过质量控制 (QC) 而

感到焦急？彩色分级可能是一个非常奇妙而又复杂的

过程。人类的视觉系统不断地在调整以适应周围环境，

以弄清楚您真正要看到的是什么样的颜色。所有这些，

加之您面对着如何确保您的技术标准能够通过 QC 的

挑战，彩色编辑人员该怎样完成这些工作呢？

对于视频而言，要得到良好的彩色校正，其核心技术

的一个重要方面是确保视频中的图像能够正确地重现

在屏幕上，或者正确地将视频图像提交给各种各样的

媒体。要使各种媒体在传送以及在广播发送过程中均

能够始终保持正确的彩色重现，一个主要的技术问

题是必须搞清楚该视频图像的色域是合法的还是非法

的。泰克公司已经开发了一整套的工具可以帮助从事

彩色艺术工作的编辑人员能够很容易地调整图像的彩

色保真度，并且确保视频信号始终处于合适的色域容

限中。

在泰克公司开发的一整套彩色分级工具中，提供了一

系列简明而又直观的、图形化的波形显示，通过学习

这些波形显示，您将显著地提高您的彩色校正技能。

对于那些希望使用彩色分级软件来创建美观图像的任

何人来说，泰克公司的波形显示是一款功能强大而又

十分有效的艺术工具，它能够对您的图像进行准确而

又精密的分析和处理。

利用波形监测仪进行彩色分级和色域监视

泰克公司已经开发了几种监视显示工具，以帮助彩色

美工人员识别和解决色域违规问题，这将有助于进行

艺术性的彩色分级调整。其中一些显示工具相对较新，

也许看起来有点复杂，然而正是这些显示图形提供了

特有的、直观的彩色色域显示，如果您能够深入了解

这些显示图形所隐含的基本概念和技术，您就能够十

分容易地一眼就可以观察到被查验视频信号中存在的

错误。这些显示图形包括钻石显示 ( 图 1)、分离钻石

显示 ( 图 2)、箭头显示 ( 图 3)、矛头显示 ( 图 4) 和闪

电显示 ( 图 5)。

在以上这些显示图形中，简单地说，每一种都可以认

为是彩色空间的不同解释，或者说每一种显示都是彩

色空间的不同描述或展示。在以上这些显示图形中，

您究竟选定哪一种，这对您是十分有用的：有时候，

选定哪一种只不过是个人的偏好，有时候则是您持有

特定的应用目的和视频信号的路径。

举例来说，泰克公司开发箭头显示图形的目的在于：

在本地的广播电视市场中，可能仍然需要将分量数字

信号转码为复合视频信号以用于发送。那么，如果要

监视转码后的复合信号，则需要一个单独的复合模拟

波形监测仪以对转码后的信号进行监视。然而，利用

泰克公司创建的箭头显示图形，则允许工程师和操作

人员十分方便地（在数字分量环境中）观看到转码后

的复合彩色空间是否会有色域违规现象的发生，既不

需要使用复合编码器，也不需要另行配备单独的复合

模拟信号的波形监测仪。

彩色分级和色域监视的钻石显示

钻石和分离钻石显示的开发有助于从整体上直接观

察到 RGB 信号（钻石和分离钻石显示分别对应于图

1 和图 2）的工作情况，它们可以比较直观地指示被

测信号是否有 R’G’B’色域违规现象的发生以及

R’G’B’.三分量的“平衡”状况，当图像出现彩色

失真时它会立即为您提供反馈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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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钻石显示。 图 2. 分离钻石显示。

图 3..箭头显示。 图 4. 矛头显示。

图 5. 闪电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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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钻石显示图形的构成。

在以上这些显示图形中，其中钻石显示是最可靠的和

最有用的 R'G'B' 色域违规指示工具。这有以下几个理

由。首先，在钻石显示图形中，上方的钻石指示蓝色

和绿色信号分量的电平，而下方的钻石显示只有红色

和绿色信号分量，我们在对R'G'B' 信号（图 6和图 7）

进行调整时，如果某个信号通道分量或者有几个信号

通道分量出现错误，可以在钻石显示中很清楚地显现

出来。其次，利用上下两钻石左边的绿色信号指示，

能够更方便地识别特定通道中的色域错误。

钻石显示的另一显著优势在于它能够作为色域违规严

重程度的一种主观度量指示。须知，在市场上的某些

色域指示工具中，只是简单地给出“on/off”.或.“yes/

no”即有 / 无的色域违规指示，而钻石显示则是提供

了一种简明的图形化的显示，这种显示不仅能够直观

地给出发生色域错误的具体位置，而且还能够给出色

域错误的严重程度。在钻石显示图形中，当信号迹线

超出钻石图形的边界时，我们很容易地直接观察到这

种色域违规现象以及这种错误的严重程度。

在钻石显示中，上下两个钻石图形的中心交叉点表示

纯黑色。如果被测信号中黑色太亮（例如呈乳白色状），

则该信号迹线的起始点将不在中心交叉点而出现在上

钻石底端的上方和下钻石顶端的下方。如果被测信号

的黑色区域带有彩色失真，这种失真在钻石显示中就

表现为交叉点附近的信号迹线会向钻石图形的左方或

右方漂移。

如果视频信号为一纯单色信号 ( 也即黑白信号 )，那

么，在其整个对比度 ( 或灰度 ) 范围内或者全电压范

围内，该信号迹线在钻石显示中将呈现为一条完美的

垂直线。这条垂直线的起点位于上下两个钻石的绝对

中心 (交叉点 )，并在两个方向上即分别向上钻石的顶

点和下钻石的底点垂直伸展，从而在钻石显示的中心

形成一条笔直的垂线。.

图 7. 钻石显示的图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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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该图为一分离钻石显示，图中为一平衡良好的视频图

像的色域显示。( 注意观察该图右下方的视频缩略图 )。可

以看出，绝大多数信号迹线沿垂直方向聚集，并且延伸到钻

石图形的整个垂直范围，这表明该图像的曝光度是合适的。

图 8..分离钻石显示与前文所述的钻石显示图形一样，只不

过上下两个钻石相互分开，这样更便于观察两钻石中心处即

信号黑色迹线附近的状况。

在现代电视广播中，单色图像是非常罕见的，然而，

即便是全彩色的图像，如果平衡适当的话，信号迹线

也会沿着两个钻石的中心线显示出良好的平衡，参见

图 8 所示，并且可以看出，在钻石图形的所有四个象

限中，信号迹线的伸展量也几乎是相等的。

就色域显示而言，如果信号迹线中的任何部分伸展到

一个或者两个钻石的边界之外，这就明白无误地给出

有色域违规现象的发生。另外，为了观察黑色区域中

即交汇点附近的色域违规状况，这时可以从标准钻石

显示模式切换到分离钻石显示模式，这样更有利于观

察。但是，如果要观察图像的“平衡”状况，则在标

准钻石显示模式中观察要更方便些。

如果黑色（电平）太低，这在标准钻石显示模式中是

很难发现的，为此设计了分离钻石显示。分离钻石显

示与标准钻石显示基本上是相同的，无非是两个钻石

在左右方向上稍微有些偏离而已，这样可以更方便地

观察到黑色区域中信号迹线的准确位置。参见图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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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钻石和分离钻石显示图形中，纯白色的迹线点位于

上钻石的中心最高端点处和下钻石的中心最低端点

处，参见图 11。如果白色电平低于满电平值（功率或

亮度），那么该迹线点将不足以到达上钻石的中心顶

点和下钻石的中心最低端点，即离两端点尚有一定的

距离，参见图 10。

如果一视频信号的彩色偏向白色，则该信号迹线会在

上钻石的顶点处和下钻石的底端处向左或向右歪斜。

在上下两个钻石图形中，其方框水平最宽部分连线的

中点为纯灰色的迹线点。如果某信号在中间调区域有

色偏发生，那么信号迹线在通过上下两钻石（或其中

一钻石）的这条连线时，会偏向左侧或右侧，如图 12

所示。

图 10..本图分离钻石显示中的图像与图 9显示的图像相同，

不过本图中图像的增益较低，图中阴影部分显得较为明亮或

者说（黑色电平）有所提升。注意信号迹线没有延伸到上钻

石的顶部和下钻石的底部。如果移动信号迹线使其远离中心

点（指上下两钻石相交处），这时图像的黑色电平升高而黑

色变淡；如果移动信号迹线使其远离上钻石的顶部和下钻石

的底部，则表明图像的增益降低。

图 11. 本图分离钻石显示的视频信号是黑白斜坡（ramp）

测试信号。该信号是单色信号，由纯黑色逐渐过渡到纯白色。

在钻石显示中，这种视频信号的迹线呈现为位于钻石中心处

一条完美而又笔直的垂直线。

图 12. 在本图的分离钻石显示中，被测试的视频信号与图

11 相同，即均为由黑到白的斜坡测试信号，不过该信号图

像的中间调偏暖，即偏向红黄色。由图 12 可见，这种偏色

在钻石显示中可以十分清楚地观察到：信号迹线在上钻石的

最宽连线处向左即向钻石绿边轴扭斜，而在下钻石的最宽连

线处向右即向钻石红边轴扭斜。而上下两钻石的最宽连线的

中点处即表示为中间调。信号迹线在下钻石中偏向红边轴是

很容易理解的。至于信号迹线在蓝 / 绿钻石中偏向绿边轴，

是因为该信号也带有微黄色，而黄色的色相恰与蓝色相反，

且黄色也是红和绿的合成色，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该信号迹线

在上钻石的中心处偏向绿边。



泰克公司的波形显示在彩色分级中的应用

www.tektronix.com.cn     3     

无论是在制作环境中还是在运行环境中，对 R'G'B' 色

域容限进行监视都是十分必要的，而钻石显示以最直

观的显示图形提供了有关 R'G'B' 色域准确而又清晰的

信息。常用的波形监测仪的显示模式，例如并列模式

和叠加模式，对于测量信号电平是十分方便的，但是

对于色域容限违规之类的错误识别却远不如钻石显示

那样有效了。利用钻石显示，还可以清晰地指示出是

哪个分量引起的色域错误，参见图 13所示。

不仅如此，R'G'B' 色域空间中的信号监视还有着其它

十分重要的应用。尽管在信号传输中很少采用 R'G'B'

方式，但在一些节目制作和运行控制中却仍然不得不

采用 R'G'B' 分量方式。例如计算机图形工作站、摄像

机绘图系统以及彩色分级应用均在 R'G'B' 彩色空间中

进行，所有这些应用，虽然在 R'G'B' 彩色空间中对信

号的调整十分方便，但也常会导致非法色域的产生。

钻石显示的主要应用是用它来监视上述系统的运行过

程。钻石显示虽然在 R'G'B' 色域的好几个领域中是具

有优势的，然而，面对各种测量问题它也不是万能的。

其它彩色空间，例如在复合色域中，需要采用与此不

同的显示模式和不同的测量技术。

图 13..图中分离钻石显示中的图像信号迹线在中间调处偏向

红色，并导致色域错误的发生。由图可以清晰地看出，该信

号迹线已延伸到钻石边界之外，表示该信号色域中有非法电

平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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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彩色圆锥体的侧视图。

图 15. 矛头显示的构成图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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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矛头显示进行彩色分级调整

矛头显示是泰克公司最近开发的最新色域显示工具，

它为 RGB 色域容限提供了另外一种带有艺术特性的

度量方式，这种色域容限以彩色饱和度、彩色明度

（Value）和亮度（Lightness）构成。为将矛头显示

纳入到彩色空间的概念中，我们可以从彩色圆锥体说

起。如果您将钻石图形沿其垂直方向折叠，可以得到

一个三角形，观察这个三角形的彩色空间，我们就将

该图形命名为矛头显示，参见图 14。

从本质上来说，矛头显示是一压扁的、“折叠的”钻

石显示图形。我们可以这样设想一下，您从绿 / 红钻

石的底部托起，然后您沿着垂直方向把绿 / 红钻石折

起并叠加到绿 / 蓝钻石上，这样，您得到的将是一单

个的钻石图形，它的左边轴是绿，右边轴是红 / 蓝，

其底端是黑而顶端是白。而后您再以钻石的黑白轴（底

端是黑而顶端是白）为折叠轴，沿着水平方向将钻石

的绿边轴折叠到红 /蓝边轴上，并使二者重合。最后，

呈现在您面前的是一个三角形：垂直轴的底端为黑，

顶端为白；而沿着水平轴则是饱和度，如图15所示。

在矛头显示图形中，可以使彩色美工人员在HSV（色

调、饱和度和明度）空间内并在有效信号色域范围内

调整实际视频信号。将视频信号中各个样值的 R'、

G'、B' 的彩色最大值与这三个值的最小值之间的关系

描绘出一个图形，可以构成矛头显示图形。这样所构

成的图形是一个三角形，它代表整个 RGB 色域。在

这个三角形中，它的垂直边表示亮度（Lightness），

其底端（即三角形的左下角）为黑电平，顶点（三角

形的左上角）为白电平；三角形内的水平轴表示色度，

自左向右为色度增加方向；三角形的下斜边代表明度

（Value），自三角形的底端向右上角为明度增加方向；

三角形的另一斜边即上斜边代表饱和度，自三角形的

顶点向右下角为饱和度增加方向。

矛头显示是一种特有的显示图形，因为它在一单个显

示图形中既给出了亮度（luminance）的数值，又给

出了饱和度的数值。在通常情况下，亮度（luminance）

值是显示在波形监测仪上，而饱和度值则用矢量显示

器来指示。因此，将矢量显示和矛头显示结合在一起，

就可以给出两个正交的三维彩色空间的图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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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闪电显示监视 YPbPr 分量

利用闪电显示（图 16），可以十分方便而又迅速地校

准分量彩条信号以确保视频信号的幅度和定时正确。

传统的矢量显示只能显示两个色差分量，而闪电显示

不仅能够显示两个色差分量，还能同时显示亮度分量。

尽管在节目制作或者艺术创作中使用闪电显示不够直

观，然而，对于工程应用部门而言，在监视色差信号

时却是非常有用的。

在通常情况下，操作人员和工程师需要监视并调整各

个分量信号的电平。许多用户对于如何使用波形监测

仪和矢量显示器调整复合信号的相关参数是十分熟悉

的。泰克公司开发闪电显示的目的就是解决如何在一

个显示图形中，可以简化分量域中的相关参数的调整

任务。

图 16..闪电显示。

在闪电显示中，通过观察绿 / 品红之间的转换过渡状

态（在闪电显示中这种转换状态以绿 / 品红两标记点

之间的连线来表示），可以提供通道间的定时信息。

如果三个通道间的定时准确的话，绿矢量点和品红矢

量点均应落入到它们对应的小盒中，那么绿 / 品红两

矢量点之间的连线与由 9 个定时标记构成的连线的交

点也应当落在中心十字定时标记处。因此，闪电显示

可以用一种十分简明的方式来查验亮度和色差信号的

幅度以及各通道间的定时是否正确.—.所有这些查验，

仅用标准彩条测试信号在一个显示图形中即闪电显示

中即可完成。

闪电显示图形是这样构成的：屏幕的上半部是亮度与

P'b.的函数关系曲线，反之，屏幕下半部是亮度与 P'r

的关系曲线.—.如同两个矢量显示共享同一屏幕。屏幕

中心处的亮点表示消隐电平（信号零电平）。在屏幕

的上半部分，向上为亮度增加方向；在屏幕显示的下

半部分，向下为亮度增加方向。如果亮度增益过高，

图形将沿着垂直方向延伸；如果 P'r 增益过高，图形的

下半部分将沿着水平方向延伸；如果 P'b 增益过高，

则显示图形的上半部分会沿着水平方向延伸。

如果色差信号与亮度信号在时间上不一致，那么彩色

矢量点之间的过渡连线会发生弯曲。弯曲的程度取决

于亮度与色差信号之间的相对时延。在屏幕的上半部

分图形，可以测量 P'b 与 Y' 之间的定时差，而在屏幕

的下半部分图形，则可以测量P'r 与 Y' 之间的定时差。

如果过渡连线向外弯曲即朝向（任意一端的）白电平，

表示色差信号超前于亮度信号。如果过渡连线向内弯

曲即指向黑色区域的垂直中心（指向消隐电平），则

表示色差信号滞后于亮度信号。

如果节目磁带上引导部分的头端录有彩条信号，那么

编辑人员就可以使用闪电显示以确保该节目带上视频

信号幅度的电平是否正确，否则可以调整视频和色度

电平直至闪电显示图形上的所有矢量点均落入对应小

盒中。完成这样的工作后，编辑人员就可以采集节目

素材，因为他知道已对所有的磁带播放机作了相应的

补偿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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箭头显示中的色域 / 幅度监视

箭头显示可以用于分量信号以测试确定该信号在复合

PAL或者NTSC色域中是否仍然符合色域规范的要求，

且这种测试方式无需使用复合编码器 ( 参见图 17) 即

可确定。

复合彩色空间

现代彩色色域最关注的是信号在 R'G'B' 色域中的状

况。这是因为最常用电视应用制作和编辑均在 R'G'B'

或者 Y’Cb’Cr’( 色差方式 ) 中进行，也可能在二

者之间相互转换。不过，在混合系统设施或者本地市

场的广播电视分配传输系统中，节目素材仍然可能以

复合信号方式传输。这样，为确保节目信号的合法性，

也需要关注复合信号在色域中的状况。

在通常情况下，要了解分量信号在复合色域中的表现，

需要先将分量信号送入到复合编码器，然后使用我们

所熟悉的模拟波形监测仪和矢量显示器进行测量和监

视。泰克公司开发箭头显示工具的目的，在于使工程

师和操作人员能够在不使用复合编码器的情况下，就

可以在分量域中方便地察看该分量信号在复合彩色空

间中是否会有色域违规发生。

箭头显示的基本结构与矛头显示类似，但是对它的解

释应当在复合色域中说明。艺术美工人员通常不使用

箭头显示，箭头显示的主要用途就是复合信号的技术

监测。

图 17. 箭头显示的构成。

PAL 箭头显示 NTSC 箭头显示

Y’ 亮度
幅度

告警电平光标 告警电平光标

当前告警
电平设置

当前告警
电平设置

C 色度幅度 C 色度幅度

Y’ 亮度
幅度

箭头显示图形是这样的：沿着垂直轴方向的是亮度电

平，向上为亮度电平升高方向。垂直轴的底端即箭头

图形的左下角是消隐电平。沿着水平轴可以标绘出各

个亮度电平上的色度信号的幅度，沿着水平轴向右是

色度信号幅度的增大方向，当色度幅度为零时它就在

箭头图形的左边轴上。箭头显示图形的右上斜边上的

各点坐标表示该点对应的亮度电平与色度幅度之和。

以 PAL.100%彩条为例，黄色条和青色条的亮度电平

与色度幅度之和均为最高电平值，其值为 931mV，这

也是 PAL.100%色域的上容限值。因此，我们可以为

复合信号设定一条其值为 930.mV 的告警电平线。箭

头显示图形的右下斜边上的各点坐标表示该点对应的

亮度电平与色度幅度之差，对于PAL.100%彩条信号，

红色条和蓝色条的亮度电平与色度幅度之差均为最低

电平值，其值为 -231mV，这是 PAL.100%彩条允许

的最低电平值，图 17 绘出了 -230mV 的刻度线。显

然，这上下两条斜边刻度线（930.mV 和 -230mV）

实际上规定了复合信号的色域容限范围（对于 PAL.

75% 彩条，它的色域容限范围要更小些）。另外，按

照相关标准，同步项电平为 -300mV，对于负极性调

制，同步脉冲对应于发射机的射频峰值功率即同步顶

功率。显然，图像信号的下摆幅是绝不容许达到或低

于 -300mV 的。同样，NTSC色域容限范围也可以用

箭头显示的相应刻度线来确定，参见图 17。这样，我

们就知道，当分量信号在后续流程中如果需要编码为

NTSC或者 PAL 复合信号，箭头显示中的电子刻度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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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为亮度信号叠加彩色副载波后的总幅度容限提供了

可靠的测量参考。我们又知道，发射机的调制深度是

由视频信号的幅度决定的，当我们调整视频信号的幅

度时，也就调整了射频信号的调制度。因此，当复合

信号的幅度接近允许的容限时，箭头显示可以向工作

人员发出告警提示，从而避免了过调制的发生。有了

箭头显示，视频工作人员就可以在分量环境下对分量

视频信号进行调整以满足复合传输系统的要求，也可

以在节目制作中进行任何必要的校准。

正常情况下，对于 NTSC 传输门限值设置在 110.

IRE，超出此容限值可能会导致发射机的工作状态出

现问题。泰克公司的多格式波形监视提供了箭头显示，

它不仅可用于标准清晰度视频，而且也可用于高清晰

度视频信号，因为有时可能需要将高清晰度视频下

变换为标准清晰度以用于电视广播或者信号的传输分

配。

主要知识点

现在我们已经有了多种色差分量格式标准，尽管当前

实际上几乎所有的分量视频传输总要采用其中的某一

种标准色差分量格式，然而，在R’G’B’彩色空间

观察这些信号仍然是必要的。例如计算机已经在视频

领域中获得了愈来愈广泛的应用，然而，产生非法视

频信号的可能性却也随之增加。幸运的是，泰克公司

推出了独特的钻石显示，它是跟踪检测色域违规错误

的最佳工具。我们在日常视频应用中需要进行彩色分

级调整和灰度跟踪调整，或者要进行黑平衡调整和其

它调整，所有这些，使用钻石显示和矛头显示工具，

都可以使调整任务明显地得到简化。矛头显示和矢量

显示器二者的结合，是极好的互补性显示工具，它们

提供了全面而又完美的三维彩色空间的正交图示。箭

头显示为数字混合系统设施提供了在分量环境中的调

整手段，以确保分量信号在后续的 PAL 或者 NTSC传

输环境中仍然保持R’G’B’信号的有效性，也就是说，

它使数字域中的色域监视任务能够在复合模拟域中继

续得以保持。闪电显示是磁带校准的有效工具，它可

以使用我们熟悉的彩条测试信号以确保磁带上视频信

号的幅度和信号通道间的定时是正确的。总之，这些

为泰克公司特有的显示工具使我们能够简化各种调整

任务，使视频专业人士能够在日益复杂的环境中得心

应手地处理各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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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度限定矢量显示器（LQV）的工作情况和普通矢量

仪一样，不过在 LQV 中用户可以基于信号的最大亮

度值和最小亮度值（具体而言，即基于信号的亮度电

平）以确定信号的滤除范围，而只提供您要求的亮度

范围内的矢量显示。

传统的矢量仪不能提供亮度值的显示。它只能给出饱

和度和色调值显示。在矢量仪的饱和度显示中，矢量

迹线愈靠近显示器的圆环中心，信号的饱和度愈低；

迹线愈靠近圆环边缘则饱和度愈高。在矢量仪的色调

显示中，环绕圆周的角度表示信号的色调。大致说来，

红色调处于矢量仪的顶端附近，蓝色调在矢量仪的右

端，而绿色调在矢量仪的左端。如果需要更准确地确

定被测信号的具体色调值，可以通过基色和次基色

（primary.and.secondary.colors）在矢量仪圆环上的

刻度位置来测定。参见图 18。

不过，在矢量仪上无法提供白色或黑色的具体定位。

因为无论是黑色还是白色，它们的饱和度均为零，因

此它们都叠加在一起而处于矢量仪的中心，不仅如此，

其它所有纯灰色信号的迹线也同样处于矢量仪的中

心。

图 18. 能够提供彩色定位的矢量显示器。 图 19. WFM和WVR.5200 可以提供两个分屏的信号迹线显

示。另外两个分屏则只能提供非迹线显示，例如图像监视显

示、音频条和状态 (Audio.bar.and.Status) 显示。

为满足艺术美工编辑人员的需求，泰克公司开发了亮

度限定矢量显示器 (LQV)。实际上所有的彩色分级工

具都可以按功能划分并基于特定的灰度电平范围来改

变色调和饱和度。大多数通用的这类工具是三个跟踪

球或色轮 (trackballs.or.color.wheels)，通过它们来控

制信号的阴影 (shadows)、中间调 (mid-tones) 和高

光 (highlights) 这三种不同亮度 ( 或灰度 ) 电平范围下

的色调和饱和度。在传统的矢量仪中，这三个灰度级

别虽然具有不同亮度电平范围，但它们相互重叠在一

起，因此无法将某个灰度 (或亮度 )范围内的色调和饱

和度与另外两个灰度范围中的色调和饱和度区分开来。

但是如果使用亮度限定矢量显示器，艺术美工编辑人员

或者操作人员就可以具体而又准确地确定只显示哪个亮

度电平范围内的饱和度和色调。这就是说，可以使用三

个跟踪球或者其它任何基于亮度电平范围的控制旋钮，

以更加方便地观察到特定亮度范围内的饱和度和色调。

为了弄清这种显示方式的实际操作过程，首先要按照

用户的需求或个人偏好对 LQV 进行设置。泰克公司

7000 和 8000 系列的波形监测仪和监测仪可以在全屏

显示中一次提供四个分屏的“迹线”显示。而 5200 系

列却只能提供两个分屏的信号迹线显示，参见图 19。

因此，使用 7000 或 8000 系列，可以在显示器中一次

就提供三个独立的 (阴影、中间调和高光 )亮度限定矢

量的迹线分屏显示.—.其中每一个对应一个亮度电平范

围.—.即每个分屏均相当于一个标准的矢量显示器。至

于 5200 系列，最佳的操作组合显示方式是在两个分

屏显示中，其中一个设置为阴影区的亮度限定矢量显

示，而另一个设置为高光区的亮度限定矢量显示。



泰克公司的波形显示在彩色分级中的应用

www.tektronix.com.cn     3     

图 21. 可以将图20左上方的分屏显示调出以得到全屏显示，

这样可以更加清楚地观察到相应的选择菜单。图中高亮度

(Luna.High) 选项已被选中，可以使用仪器面板上的圆盘旋

钮 (General.dial) 来调整亮度电平范围。

图 20..注意位于屏幕左上方的分屏四周有蓝色边框，表明该

象限 ( 分屏 ) 已被选中。这种选择可以使用仪器面板上的缩

略图 (Thumbnail) 按钮或者显示选择 (Display.Select) 按钮

来完成。

亮度限定矢量显示器的设置

可以按照以下步骤来设置 5200 系列监视器的亮度限定

矢量的组合显示，参见图 20：

1..使用仪器面板上的缩略图 (thumbnail) 按钮从监视器

显示的四分屏中选择某个分屏。最简单的方法是：

如果监视器上已经有两个“迹线显示 (trace.dis-

plays)”，选择其中一个“迹线 (trace)”即可。

2．按下面板上的 Vector( 矢量 ) 按钮，使前面选中的分

屏显示进入矢量显示，参见图 21。

3..按下并保持该 Vector( 矢量 ) 按钮，直至矢量显示分

屏上出现菜单选项。

4..在菜单选项中将“display.type”( 显示类型 ) 设置为

矢量，将“bar. targets”可以设置为 75%彩条或者

100%彩条。将“center. on”( 中心在 ) 设置为黑。

显示模式应设置为正常。这些基本上均为默认设置。

5..如需改变亮度限定矢量菜单选项可以使用仪器面板上

的“Adjust”（调整）框内的向下箭头键以加亮“Luma.

Qualified.Vector”( 亮度限定矢量 ) 选项。

6..使用面板上的 SEL 按钮或者向右箭头键以在“Luma.

Qualified.Vector”( 亮度限定矢量 )选项中的“Off”

状态和“On”状态之间来回切换。

7..当“Luma.Qualified.Vector”( 亮度限定矢量 ) 处于

ON 开启状态时，在它的下面会出现两个附加的菜单

选项。

8..按下向下箭头键以将标记移动到 LUMA.HIGH( 高亮

度 ) 选项上。

9..按下向右箭头键以选择数字范围选项。

10..使用仪器面板上的 GENERAL 旋钮以选择 LUMA.

HIGH 的高值。如果您要求这个特定的 LQV 以

显示高光区的矢量，那么它的默认值已被设定为

766.92。如果您需要自行设置，可以顺时针转动

GENERAL 旋钮直至达到它的最大数字值。

11..按下向左箭头键以返回到 LUMA.HIGH( 高亮度 ) 选

项上，而后按下向下箭头键以向下移动到 LUMA.

LOW( 低亮度 ) 选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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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按下向右箭头键，进入数字范围选项。

13..使用 GENERAL 旋钮，以选择高光区的低值。在这种情

况下，我们已经在步骤 10 设置了高光区的上容限值 ( 即

高光区的高值 )，现在我们要设置高光区的下容限值 ( 即

高光区的低值 )，这两个数值 ( 高光区的高值和低值 ) 将

限定特定 LQV 显示的高光区的亮度范围。这个下容限值

设置多少，您可以按照您自己的需求或偏好来确定。总

之，您必须设置一个数值，必要时以后在实际工作时还可

以视情况进行修改。可以选择的毫伏范围值是 0 至 700，

例如，您可以将最高亮度电平值的 90% 以上的电平范围

定义为图像的高光区，这样，可以将高光区的下容限电

平设置为 630mV 左右。如果您将最高亮度电平值的 25%

定义为该图像的高光区，那么就应将这个下容限电平设置

为 575mV。为此您自己可以运算一下，先将百分比换算为

小数 (25%.=.0.25，33%.=.0.33)，而后再将此小数值乘以

700，最后从700减去此值。例如，10%.=.0.10，.0.10×700.

=70，700-70.=.630。注意，不必在意此值是否精确。因为

在实际调整数值时也是跳跃式递进的，步进值大约在 1 至 2

毫伏之间，因此不必过于追求数字的准确度，参见图 22。

14..按下仪器面板上的 Vector 按钮以保存您的设置值。

15..使用仪器面板上的 thumbnail( 缩略图 ) 按钮以进入屏幕上

的另一迹线分屏显示，或者进入其它分屏 ( 象限 ) 也可以。

16..重复以上步骤 2至步骤 9。

17..您已在步骤1至 14中为亮光区创建了一个LQV分屏显示，

参见图 23。下面再为阴影区创建一个类似的 LQV 分屏显

示，参见图 24。按照步骤 10 的操作方法，不过将阴影区

的上容限值即 LUMA.HIGH 值设置为最高亮度电平值的

10%( 您也可以选择其它电平值 )。按照步骤 13 给出的计

算方法，700 毫伏的 10% 就是 70 毫伏。这样，您设置的

阴影区范围是 0至 70mV。如果您更偏向于 20%，那就设

置为 140mV 好了。

18..使用向左箭头键以从数字设置返回到 LUMA.HIGH 菜单选

择。

19..使用向下箭头键以进入下容限值即 LUMA.LOW( 低亮度 )

菜单选择。

20..使用向右箭头键以进入数字范围选择。

21．使用GENERAL旋钮，逆时针旋转，直至该电平值尽量地低。

这个电平值也许就是默认值.-51.14mV。如果已经是此电

平值，那就没有必要再对它进行调整了。参见图 23。

22..按下仪器面板上的 VECTOR按钮，以保存您的设置值。

经过上述设置之后，您已经创建了两个 LQV 分屏显示，这两

个分屏看起来好象是一样的，每个分屏的左上角均有一行文

字：“LQV.Enabled”(LQV 已激活 )，即它们均为 LQV显示

模式。文字下方给出了 LQV 显示的亮度电平范围，不过一个

分屏是亮光区的 LQV；另一个是阴影区的 LQV。当然，这两

个分屏显示的亮度电平范围也是不一样的，它们应当就是您

先前的设置值。

图 22..屏幕上方的两个分屏分别为阴影区 ( 左分屏 ) 和高光

区 ( 右分屏 ) 的亮度限定矢量显示，且两个分屏均已设置了

高亮度 (LUMA.HIGH) 和低亮度 (LUMA.LOW) 的电平值。

图 24. LQV 阴影区的全屏迹线显示。

图 23..LQV 高光区的全屏迹线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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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 LQV 设置的预置项

为完成最终的设置，还有一些工作需要进行，因为我

们可能需要将以上两个 LQV 分屏组合设置作为预置项

保存在仪器中，这样便于日后随时调用，保存预置项

后也便于与其它同系列仪器共享。为此，我们可以按

照以下步骤进行：

1．按下仪器面板上的 PRESET 按钮。仪器底部按钮

将会点亮，显示屏下方沿着其底部将出现8个“软”

按钮。其中每个软按钮可能已被指配有名称，或者

它们的名称均为“<empty>”，如果您的仪器是直

接来自厂家的话。

2．为保存您的预置 ( 已设置好的两个 LQV 分屏以及

另外两个已设置的分屏 )，按下并保持仪器面板上

底部已点亮的一个按钮，它与显示屏上的某个“软

按钮”相对应 ( 注意：如果您选择的是已保存有预

置项的软按钮，那么软按钮对应的预置项将会被抹

除！ )。

3．屏幕上会出现一对话框：“Save.Preset. #x”，

Continue.will. overwrite. existing.preset.. Select.

Continue. to.proceed.or.Cancel. to. abort.( 意即：

设定保存预置项的编号，选择“继续”将会改写现

有的预置项。请您确定是选择“继续”以进入下一

步操作，或是选择“取消”以中止当前操作 )。为

保存您的预置项，使用面板上的向右箭头键以使

“Continue”按钮呈黄色高光，并按下面板上 SEL

按钮执行“继续”操作，随后出现一对话框以确认

您保存该预置项，参见图 25。

4．该预置项的默认名称有可能是“A1”。如果您认

为这种命名过于简单，可以按照以下步骤重新命名，

例如，可以重命名一个与该预置项操作内容相关联

的名称。

图 25. 图示为将这个预置项保存到 D1 组的操作。您还可以

保存到任何 empty( 空白组 ) 或者未使用的预置项组。

1．在仪器面板上按下并保持 PRESET 按钮 2秒钟，直至

屏幕出现对话框，框中显示菜单选项“Save.Preset”。

2．使用向下箭头键选择菜单项“Rename.Preset”。

3．按下向右箭头键两次，以进入菜单选择项“Rename.

Group.A”。

4．使用向下箭头键以，选择菜单项“A1”，或者其它

可调出的您最近创建的预置项。

5．按下向右箭头键。屏幕上出现一新的对话框“Rename.

Preset”，下方有 8 个小盒。前面两个小盒内可能

有字符名 A1。

6．为了更改该预置项的名称，按下向右箭头键三

次，以分别执行 Cancel( 取消 )、Clear( 清除 ) 和

Accept( 接受 )，移动高光显示到第一个小盒。

7．转动面板上的General 旋钮，将依次出现大写字母、

数字、符号、空格、小写字母、数字、符号和空格

选项操作。为将这个预置项简单地命名为 LQV，转

动General 旋钮至大写字母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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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使用向左箭头键以进入重命名 (Rename) 对话框中

的下一字符框中。

2．使用General 旋钮转动到大写字母Q。

3．使用向右方向键以进入重命名 (Rename) 对话框中

的下一字符框中。

4．使用General 旋钮转动到大写字母 V。

5．为保存您刚命名的预置项，按下向右箭头键 8次，

直至 Rename.Preset( 重命名预置 ) 对话框中 Ac-

cept 左侧的小盒被加亮。

6．按下输入键 (enter.key) 以保存该预置。

7．可以这样来查验您已保存的预置项：按下面板上

Preset 按钮两次。一旦退出 Preset 对话，就会再

次在屏幕底部观察到预置软键。此时您应当看到仪

器面板上 WFM 按钮上方对应的软键按钮中刚被命

名的预置项。

8．以后您在使用过程中需要调用这个预置项时，只需

按下 Preset 按钮，随后再按下WFM按钮即可。如

果您的预置项不是保存在第一个小盒中，而是在其

它位置上，那么在按下 Preset 按钮之后，再按下

与该软键(该软键的名称应当是您想调用的预置项)

相对应的面板按钮就可以了。

图 26. 图中这个菜单显示以上步骤 1 至 7 的操作结果。当

前操作为 Cancel( 取消 )。( 译者注：此图与图 25 似无区

别。图和文不符！ ) 按下向右箭头键，光标将依次移动到

Clear( 清除 ) 和 Accept( 接受 ) 选项，而后直到出现单个字

符。一旦黄色选择光标处于您要更名的字符小盒内，使用

General 旋钮转动到字符数字选项，并使用向右箭头键移动

到下一字符小盒。需保存时，使用向右箭头键以移动黄色选

择光标到 Accept( 接受 ) 小盒内。

使用亮度限定矢量显示器的预置项

如果您使用的波形监测仪是泰克公司 7000 或者 8000

系列，那么，在您创建的 LQV 组合的预置项中，还可

以包含另外一个能够提供中间调 (mid-tones) 的 LQV

显示。为此，您在设置中间调 LQV 显示的上容限值即

LUMA.HIGH 值时，与设置高光区 LQV显示的 LUMA.

LOW 值的方法一样；而在设置中间调 LQV 显示的下

容限值即 LUMA.LOW值时，与设置阴影区 LQV显示

的 LUMA.HIGH 值的方法一样。您还可以设置第四个

分屏以提供标准矢量显示，或者为其它任何显示图形。

对于泰克公司 5200 系列波形监测仪来说，有关 LQV

显示的预置组合还可以有多种方式。例如，您可以在

一个预置项中设置一个阴影区 LQV 分屏连带一个常

规的矢量显示分屏的组合，而在另一预置项中设置一

个高光区 LQV 分屏连带一个常规的矢量显示分屏的组

合。这样，当您需要对阴影区进行调整时，可以调用

前一预置项即阴影区 LQV 预置项，它能够使您在阴影

区 LQV 中观察到对阴影调整实时过程的同时，也可以

观察到整个信号在标准矢量显示器中的显示效果。同

样地，当您切换到后一个预置项即高光区 LQV 预置项

时，能够使您在高光区 LQV 中观察到对高光调整实时

过程的同时，也可以观察到整个信号在标准矢量显示

器中的显示效果。

此外，您还可以在前面两个预置项中将标准矢量显示

分屏替换为钻石显示分屏，这样可以使您在 LQV 中进

行调整的同时，以监视您的调整是否会带来色域错误。

注意，预置项不仅保存了仪器的配置，也记住了您在

各个分屏中进行的每项测量的配置状态。因此，您可

以为每个分屏配置各种不同的显示，这样，当您在某

个分屏中选择某项测量按钮时，就可以配置不同的显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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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0..这是第四种 LQV 显示的组合方式，它将仪器配置为

一个 LQV 阴影（或者为高光）显示并连带一个钻石显示，

这样可以在调整 LQV的同时监视是否会带来色域违规。

图 27.. LQV 高光区和阴影区显示。这是第一种 LQV显示的

组合方式，它将仪器配置为一个 LQV 高光显示和一个阴影

LQV显示。

图 28..这是第二种 LQV 显示的组合方式，它将仪器配置为

一个 LQV阴影显示并连带一个标准矢量显示。

图 29..这是第三种 LQV 显示的组合方式，它将仪器配置为

一个 LQV高光显示并连带一个标准矢量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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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亮度限定矢量显示进行彩色分级调整

您可以为使用亮度限定矢量显示设置多个预置项，参

见图 27 至图 30。在下文有关使用亮度限定矢量显示

的介绍中，我们仍将使用最开始的 LQV 例子，即两个

并列的亮度限定矢量显示分屏：一个设置在信号最亮

电平的 10% 范围内，另一个设置为信号最暗电平的

10% 范围内。我们已经在前面创建了这个 LQV 组合

显示的预置项。

在使用矢量显示时，无论是标准矢量仪还是 LQV 显

示，如果要进行彩色分级控制，最直观的调整工具是

使用色轮 (color.wheel)。利用硬件控制面 (hardware.

control. surface)，例如 DaVinci.Resolve、Tangent.

Devices.WAVE、ELEMENT 或者 Avid.MC.Color，

它们均采用与阴影、中间调和高光相关的三个跟踪球

(trackballs)。Avid 软件使用术语Hue.Offsets( 色偏 )

来描述上述色轮。

如果您在阴影区的亮度限定矢量显示中将亮度电平范

围设置为大约 -51.14mV 至 70mV，那么，阴影跟踪

球或者阴影色轮与这个 LQV 设置具有良好的相关性。

您在对这个阴影区内的彩色平衡进行调整时，应当使

这个阴影区 LQV中的信号迹线聚集在中心区域。

提示：如果需要更清楚地观察 LQV 或常规矢量仪中

中心区域的信号迹线显示，您可以按下仪器面板上的

GAIN（增益）按钮以放大该区域。仪器默认的放大量（即

增益）是2倍。如果您按下GAIN按钮并保持2秒钟，

屏幕上会出现对话框允许您设置放大量。您可以设置

放大量到 5倍或 10倍。您可以在现场实际操作中试验

一下，看究竟应设置多大的放大量有助于您迅速而又

精确地观察该区域。再次按下 GAIN 按钮可以退出放

大量设置选项。

使用阴影跟踪球或阴影色轮进行彩色平衡调整时，应

尽量使信号迹线进入阴影 LQV 显示中心。您在移动跟

踪球或者移动色轮时，其光标的运动方向与在矢量仪

中或者 LQV 显示中信号迹线的运动方向应当是一致

的。

然后，再使用高光跟踪球或高光色轮，尽力使信号迹

线进入高光 LQV的显示中心。

几十年来，彩色工作人员一直使用标准矢量仪在进行

彩色平衡调整，然而，能够将亮度限定在一个特定范

围内，将使我们在调整两个独立的亮度范围内的彩色

平衡时更加容易和更加直观。

在用标准矢量仪或者 LQV 显示监视中间调的彩色平衡

时，和您在阴影区和高光区的彩色平衡调整方法一样，

您也可以使用中间调 (伽马 )跟踪球或色轮来对中间调

的彩色平衡进行调整。如果您的阴影区和高光区的亮

度范围设置合适的话，那么也可以尝试使用图像监视

器来调整中间调的彩色平衡。

然而，对于那些含有大量色度和中间调的复杂图像而

言，您将很快地发现，使用泰克公司独有的亮度限定

矢量显示来调整中间调的彩色平衡要优越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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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钻石显示进行彩色分级调整

大多数资深的专业美工人员更偏好使用 RGB并列方式

的波形显示来进行彩色平衡调整和电平设置。对于许

多彩色分级调整，这是个不错的选择，对于单个波形

显示而言，它能够提供与图像相关的详细信息，然而

泰克公司的钻石显示却能够提供更为详尽而又准确的

信息。利用钻石显示来进行彩色分级调整十分直观，

但是要掌握好这个工具也有一定的难度，尽管如此，

却值得我们花时间去学习。

在本文的第一部分我们介绍了一个输入的被测信号的

钻石显示是怎样表示的。我们再简要地回顾一下，黑

色处于两个钻石结合部的显示中心，白色显示在上钻

石的顶端以及下钻石的底端（后者有点不太直观）。

单色信号沿着上下两个钻石的中央而呈一条垂直线。

饱和度被描绘成从中心轴向两侧伸展的迹线。绿通道

用上下两个钻石中的左边轴来表示，红通道用下钻石

中的右边轴来表示，蓝通道则用上钻石中的右边轴来

表示。参见图 31，以上这些彩色通道均在钻石的各个

边轴上用相应的字符来表示，因此没有必要去死记它

们的对应关系。

图 31. 钻石显示的图解。

如果您使用的是泰克公司波形监测仪，可以从仪器的

一个分屏中调出钻石显示图形。还可以将分屏显示的

钻石图形切换为全屏显示的钻石图形。不过，对于不

同型号的泰克公司波形监测仪，切换方法有些不同。

对于WFM5200，先选中钻石显示分屏，而后按下并保

持仪器面板上的 Thumbnail( 缩略图 ) 按钮，直至钻石

显示占据整个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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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想要得到图 32 的显示图形，可以将彩色校正器输

出的图像送入到 WFM5200 中，彩色校正器可以将全

部饱和度从图像中移除。由图 32 可以看出，图像经这

样处理后，它在钻石显示中呈现为一条纤细的垂直线，

该垂直线完美地从下钻石的底端向上穿过上下两钻石

的交汇中心，而后继续垂直向上直至上钻石的顶端。

我们使阴影区的饱和度尽可能地提高，而后改变矢量

（色调），再用波形监测仪观察这种情况下的钻石显

示图形。使信号中的阴影区尽量地呈纯绿色，这时看

到上下钻石中的信号迹线延伸到左边轴之外，参见图

33。这是很容易理解的，因为钻石显示的左边轴即表

示绿通道。

再用阴影跟踪球或者阴影色轮，使阴影区呈现纯蓝色，

这时我们看到，信号迹线向上钻石的右边轴的外侧扩

展，而在下钻石中，迹线仍然是一条笔直的垂线，参

见图 34。

图 32. 图像阴影区的钻石显示，该图像中的饱和度已被全部

移除。

图 33. 阴影区为饱和绿色的钻石显示。

图 34. 阴影区为饱和蓝色的钻石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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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8. 阴影区为饱和青色的钻石显示。

图 35. 阴影区为饱和品红色的钻石显示。 图 36. 阴影区为饱和红色的钻石显示。

图 37. 阴影区为饱和黄色的钻石显示。

转动跟踪球，使阴影区呈现纯品红色，这时迹线向上

下两个钻石的右边轴扩展，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

品红是由红和蓝合成的。上下两个钻石的右边轴分别

表示蓝通道和红通道，参见图 35。

转动跟踪球，使阴影区呈现纯红色，这时信号迹线在

上钻石中是一条居中的垂直线，而在下钻石中迹线向

其右边轴外侧伸展。这同样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钻

石显示中，其下部的右边轴代表红通道。参见图 36 所

示。

再转动跟踪球，使阴影区呈现纯黄色，这时信号迹线

向上钻石的左边轴外侧扩展，而在下钻石中则位于中

心线。参见图 37。纯黄色的这种图形显示似乎有点难

于理解。其实，我们知道，黄色是红和绿的合成色。

而下钻石的右边轴代表红通道，上下两钻石的右边轴

代表绿通道。在上钻石中，因为黄色中不含蓝色（黄

和蓝的色调相位恰相反），所以迹线在上钻石中仅趋

向绿边轴；但在下钻石中，我们知道，黄色是由等量

的红（用右边轴表示）和绿（用左边轴表示）合成的，

因此在红 / 绿钻石中黄色就位于中心线上。除了黄色以

外，其它颜色中还有青色的钻石显示方式也与此类似。

转动跟踪球，使阴影区呈现纯青色。在上钻石中，迹

线居于中心线上，这是因为上钻石是由绿 / 蓝边轴构成

的，而青色恰是由等量的绿（译者：原文为青）和蓝

合成的，故其迹线显示如图 38 所示。在下钻石中，青

色迹线伸展到左边轴外侧，因为青色中没有红色成分

（青色与红色色调相位恰相反），因此青色迹线仅趋

向绿轴，因青色中包含有绿色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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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实验，可以在您自己的系统中通过彩色校正

器以降低信号的饱和度，直至信号中饱和度为零，然

后在阴影区中使用跟踪球或色轮以将彩色提升至某个

极端，而后再利用钻石显示中的迹线显示作为引导，

调整迹线以返回到完美的垂直线校准。通过这样的一

些实践，可以加深您的理解。

您可以使用高光跟踪球或者高光色轮进行同样的实验。

不必观看色轮上的光标，只需观看钻石显示中的信号

迹线，而后试图将每种基色（红、绿、蓝）和次基色（黄、

青、品红）尽量调成纯色。接着再试图消除这些颜色，

再次将图像平衡到钻石显示的中心。完成这样的实验

后，再在中间调（伽马）区重复同样的实验。

我们使用仪器的一项预置，以调用两个分屏显示：

RGB 并列显示以及钻石显示，或者调出矢量显示和钻

石显示的并列显示，以重复以上的实验，进行这样的

实验是很有意义的。在进行实验时，您会发现，您可

能更习惯于使用钻石显示，因为它能清楚地提示您，

每进行一次调整，显示图形会发生什么变化，可以这

样说，每一步调整与迹线显示几乎都是一一对应的。

使用钻石显示具有明显的优势，在钻石显示中您可以

设置亮度电平、饱和度的高低，还可以进行彩色平衡

调整，而所有的这些调整过程，均可以在一单个的钻

石显示器上清晰地观察到。很重要的一点是，在进行

上述调整的同时，还能够非常直观地察看到每一范围

内的色域状况。

使用矛头显示和矢量显示器进行彩色分级调

整

我们已经在前文“使用矛头显示进行彩色分级调整”

中对矛头显示图形作过介绍。如果您设想一下，在观

图 39. 按下仪器面板上GAMUT（色域）按钮并保持两秒钟，

屏幕上即可出现矛头显示菜单。

看矢量显示时，如果从上面往下面察看彩色空间，就

可以得到与该彩色空间相似的矛头显示图形，就像图

39 显示的那样，屏幕上方是两个并列的矢量显示和矛

头显示。

在矛头显示图形中，黑色处于图形的左下角，白色位

于图形的左上角，饱和度由左边向右边伸展而增加。

在矛头显示中，除了亮度显示（它位于左边的垂直线，

向上为正方向）和饱和度之外，还有明度（Value）指

示。明亮也提供了快速查验色域问题和一种方法，利

用它可以清楚地了解哪里有色域问题发生（例如色域

错误是发生在黑色处，还是在白色处或者中间调区域）。

因此，利用矛头显示也可以方便地进行彩色分级调整。

如果单独只使用矛头显示，对彩色平衡的调整显得不

太直观。但是将它与矢量显示相结合，完全可以构成

一对绝妙的彩色空间的互补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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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使用矛头显示的预置项

为了在实际工作中使用矛头显示对彩色分级进行调整，

我们可以创建一个使用矛头显示以及并列一个矢量显

示的预置项。

1．使用仪器面板上的 thumbnail( 缩略图 ) 按钮以在泰

克公司波形监测仪上的四个分屏中选取一个分屏作

为矛头显示 ( 被选中的分屏周围有蓝色边框 )。

2．按下并保持面板上的 Gamut( 色域 ) 按钮。这时屏

幕上将出现泰克公司所有色域显示工具的选择菜

单，这些显示工具有：箭头显示、矛头显示、钻石

显示和分离钻石显示。

3．使用向右箭头键移动到色域显示列表上。

4．使用向上或向下箭头键以选择矛头显示。

5．再次按下Gamut 按钮以设置您的选择。

6．使用 thumbnail 按钮以转入到下一分屏。

7．按下面板上的 Vector( 矢量 ) 按钮以在选中的分屏

上给出矢量显示。

如果您还想在其它两个分屏上引入其它显示，例如

图像监视器和状态显示 (Status.display)，可以使用

SAVING.A.PRESET( 保存一个预置项 ) 中的命令以保

存这个预置项以便日后随时调用。

利用矛头显示查验彩色平衡的一种方法是观看图像迹

线的主要部分是否大都靠近矛头三角形的左边垂直线

图 40. 这是一个平衡良好的图像显示。图中饱和的彩色向右

扩展。图像迹线的主要部分自上而下地沿着左边轴。

轴。不平衡的图像其迹线的主要部分则离开该垂直轴。

如果是图像阴影区的彩色不平衡，则迹线离开矛头三

角形的左下角。如果信号迹线在中心部位离开该垂直

轴，则表示图像中的中间调部分（伽马）不平衡。如

果信号迹线离开矛头三角形的左上角，则表明图像的

高光区彩色不平衡。

因为在矛头显示图形中，彩色空间被其自身所环绕，

要想说明如何单独利用矛头显示以正确地进行平衡校

正是比较困难的。然而，将矛头显示与矢量显示相结合，

对于如何确定电平、修复色域问题和进行彩色平衡调

整却是相当容易的，参见图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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