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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GB／T 14511—2008

本标准代替GB／T 14511 1993《地图印刷规范》、GB／T 14510--1993《影像地图印刷规范》、

GB 14051--1993{地形图用色》、GB／T 15638--1995{地图印刷光学密度量测规范》。

本标准与GB／T 145ll 1993相比主要变化如下：

——标准的体例按照GB／T 1．1--2000<(标准化工作导则第l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规则》的要

求编写。

——“规范性引用文件”中删去了原有的引用标准GB 14051《地形图用色》和GB／T 14510《影像地

图印刷规范》，通过对本标准的修订，其内容已涵盖了其原引用标准的要求；增加了引用文件

GB／T 20257《国家基本比例尺地图图式》、GB／T 14706{校对符号及其用法》、CY／T 28《装订

质量要求及检验方法平装》、cY／T 27《装订质量要求及检验方法精装》。

——增加了“术语和定义”一章，对规范中“印刷”、“印刷工艺”、“印刷原图”、“扫描”、“测控条”、“栅

格图像处理器”、“色彩管理”、“叠印”、“陷印”、“分色”、“制版”、“计算机直接制版”、“打样”、

“审校”、“印后加工”、“出血”等一组术语及其定义进行了描述。

总则中增加了“地图印刷审批规定”、“安全生产要求”、“质量管理要求”、“质量检验要求”等内

容，将原总则3．1、3．2“地图用色和色标”的内容修改后调整到第7章工艺设计中，并将原总则

3．3‘‘地图印刷成图质量的基本要求”内容修改后调整到第11章的“印刷成图的质量要求”中。

一“印刷原图及附件的接收和检查”一章中，“图面内容的检查”中增加了“软片(反阳)原图的检

查”，并增加了“数字印刷原图的检查”。

一“工艺设计”一章中，删去了原工艺设计一章中的“5．3打孔定位的基本要求”、“5．4．1 减色

或四色印刷工艺基本要求”以及“5．5填写工艺通知单”等内容，增加了“工艺设计依据”、“工

艺设计原则”，并对工艺设计的主要内容和要求进行了扩充和完善。

增加了“数字印前处理”一章，对“数字印前处理”过程中的“数据输入”、“数据处理”和“输出控

制”提出了要求。

——删除了原标准中“复照”作业要求，并将原标准中“6．3 电子分色制版操作方法”的有关内容和

要求合并到本标准的“7．1．3扫描输入”的有关要求中。

——删除了原标准中“拷贝”和“修版”两章的有关要求。

——“印刷”一章中，对“印刷成图的质量要求”进行了修改，分别从外观、阶调值、刚点、层次、各色套

印、双面印件套印以及颜色等方面对地图的印刷成品质量提出了要求，删除了“纸张准备”中

的“晾纸”的内容要求。

一装订一章中，对平装和精装的质量要求分别引用了cY／T 28《装订质量要求及检验方法平

装》、cY／T 27《装订质量要求及检验方法精装》。

——“审校”一章中删除了原标准中的“审校薄膜黑图”的内容，对其他内容作了部分修改。

——-增加了资料性附录“安全生产作业要求”(附录A)。

一增加了规范性附录“测控条和光学密度计使用要求”(附录B)，将GB／T 15638 1995<(地图印

刷光学密度量测规范》的有关内容修订、完善后作为该附录的B．3的有关内容。

——增加了资料性附录“地图印刷过程工艺流程图”(附录C)。

u⋯一增加了资料性附录“地图印刷纸张的规格和开本尺寸”(附录D)。

本标准的附录A、附录C、附录D为资料性附录，附录B为规范性附录。

本标准由国家测绘局提出并归口。
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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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14511—2008Ⅳ本标准起草单位：国家测绘局测绘标准化研究所、西安地图出版社。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吕玉霞、张坤、李小强、段怡红、李建利。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GBCHⅣ3011982、GB／T145111993；～一GB／T14510。1993；——GB1405l⋯1993；——GB／T15638一一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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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印刷规范

GB／T 14511—2008

l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地图印刷的基本原则、印刷原图接收和检查要求、工艺设计的要求以及印前、印刷、印

后加工各工序的作业规范和质量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国家基本比例尺地图、普通地图以及专题地图(包括地图集、册)等的印刷。

2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

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T 11500一1989摄影透射密度测量的几何条件(neq ISO 5-2：1985)

GB／T 11501 1989摄影密度测量的光谱条件(neq ISO 513：1984)

GB／T 14706校对符号及其用法(GB／T 14706—1993，neq IS0 5776：1983)

GB／T 17934．2 1999印刷技术网目调分色片、样张和印刷成品的加工过程控制 第2部分：

胶印(eqv IS0 12647—2；1996)

GB／T 18720--2002印刷技术印刷测控条的应用(neq DIN 16527—1：1993，16527—3；1993)

GB／T18722 2002 印刷技术 反射密度测量和色度测量在印刷过程控制中的应用

(eqv ISO 13656：2000)

GB／T 20257(所有部分) 国家基本比例尺地图图式

CY／T 27 1999装订质量要求及检验方法 一精装

CY／T 28 1999装订质量要求及检验方法 平装

ISO 5-3：1995摄影密度测量第3部分：光谱条件

ISO 14981 印刷技术印刷用反射密度计的光学、几何学和测量学条件

3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印刷printing

使用印版或其他方式(如数字载体)将原稿上的图文信息转移到承印物上的复制过程。

注1：本标准中印刷具有广义和狭义两种概念。广义上，印刷指印前、印刷、印后加工全过程；狭义上，印刷仅指使用

模拟或数字的图像载体将呈色剂／色料(拓油墨)转移副承印物上的复制过程。

注2：改写GB／T 9851．1--1990，定义2。

3．2

印刷工艺printing technologies

实现印刷的程序和操作方法。

[GB／T 9851．1—1990．定义6]

3．3

印刷原图original drawing for printing

地图印刷过程中，制版、印刷所依据的实物或载体上的图文信息。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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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14511—20083．4印前prepress上版印刷之前的工艺过程。3．5扫描scanning利用扫描仪、电分机等设备将图像信息输入计算机的过程。3．6测控条(控制条)precisionmeasuringstrings由网点、实地、线条等测标组成的软片条，用以判断和控制拷贝、晒版、打样和印刷时的信息转移。[GB／T9851．31990，定义5．23]3．7栅格图像处理器RasterImageProcessor；RIP一种担负图像转换的优化软件。3．8叠印superimposition将图形、文字或影像等重叠印在预先印好的图像、文字或影像上。3．9陷印trapping补偿两种相邻颜色之间潜在间隙的技术。3．10分色colorseparation把彩色原稿分解成为各单色版的过程。[GB／T9851．31990，定义6．1]3．11制版plate-making依照原稿复制成印版的工艺过程。[GB／T9851．11990，定义7]3．12计算机直接制版computer—to—plate；CTP将已排版的数字页面文件由主计算机直接输出到印版的过程。3．13打样proofing为检验印前制作质量和工艺设计效果，审校制版质量，为审校、客户签样和印刷提供样张和依据，利用胶印打样机或其他打样设备(如数码打样机等)打印样图的过程。3．14审校proofread通过对样图进行审核、校对，以检查制图和制版过程的错漏和作业质量、各要素的套合精度、印色及工艺设计效果等，从而为质量改进提供依据。主要包括打样样图的审校和开印样的审校。3．15印后加工past-pressfinishing使印刷品获得所要求的形状和使用性能的生产工序。[GB／T9851．11990，定义11]2

标准分享网 www.bzfxw.com 免费下载



www.bzfxw.com

GB／T 14511—2008

3．16

出血bleed off

地图印刷一边或数边超出裁切线的部分。

4总则

4．1地图印刷审批规定

地图印刷应遵守国家有关规定，经有关主管部门批准。

4．2安全生产要求

在地图印刷生产过程中，应以预防为主，认真执行各项安全作业规定。地图印刷安全生产作业要求

参照附录A。

4．3质量管理要求

4．3．1凡已采用GB／T1 9000族标准(即等同采用ISO 9000族标准)的地图印刷企业，应按照已经建

立的质量管理体系文件的要求进行生产质量管理。

4．3．2地图印刷企业在生产过程中，应加强现场管理，做好产品标识；同时应积极推行数据化、标准化

和规范化作业和管理，并加强对各过程和产品的质量检验和控制，积极推进各过程的质量持续改进。

4．3．3地图印刷企业应加强印刷过程中的色彩管理，定期对扫描仪、显示器、打样机等设备进行颜色校

正，分别建立描述输入及输出设备颜色范围的特性文件(即Profile文件)；应根据输入、输出等出版印刷

设备、材料、工艺条件建立相应的色彩描述文件，并利用匹配的色彩管理软件对设备间色彩传递、转换进

行管理，使印前的屏幕预检、数码打样与印刷品的色彩再现尽可能一致。

4．4质量检验要求

4．4．1质量检验应贯穿地图印刷生产的全过程。地图印刷企业应设立专门检验机构和专职检验人员，

加强对各工序产品和印刷成图的质量检查。

4．4．2实行作业人员自检、下工序检查上工序和专职人员检查相结合的制度，并且分工明确，各负其

责。下工序如发现上工序的产品不符合质量标准，应予以退回或向专职检验机构或人员提出。

4．4．3专职检验人员应严把质量关，并对印刷成图进行最终检验，对不符合质量标准的过程产品和最

终成品，有权做出返工修改、降级使用或作废的处理决定。最终检验不合格或未经最终检验的印刷成图

不得出厂。

4．4．4在制版印刷过程中，应使用测控条控制线条和网点的变形，使用光学密度计等检测和控制密度。

测控条和光学密度计的使用按照附录B的有关规定执行。

5印刷原图及附件的接收和检查

5．1 印刷原图及附件的接收

应接收内容完整、精度符合规范规定、图面整洁、附件齐全的印刷原图和附件。

注：附件内容主要包括：

a) 出版单位或主管部门准予印刷的批件；

b)委印单位的成圈工艺设计说明书、彩色样图和色标；

c)地图集(册)的装帧设计样本及其他与地图印刷有关的说明文件等。

5．2印刷原图的检查

5．2．1模拟印刷原图的检查

5．2．1．1精度的检查

模拟印刷原图图廓尺寸和套版精度要求见表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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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14511—2008表1圈廓尺寸和套版精度要求单位为毫米实际尺寸与理论尺寸分版或分层要素相应图种允许最大误差多幅拼接图拼接边边长同向套合允许最大较差值边长对角线允许最大较差值国家基本比例尺地图和精度土o．2土o．3o．2o．2要求较高的其他地图、地图集精度要求较低的各种地图土o．4土o．603o．35．2，1．2囤面内窖的检查模拟印刷原图图面内容的检查主要包括：a)纸质印刷原图的图面内容检查：一图面整洁，图形完整；一线划光猾实在、精细均匀，最细不小于0．08mm，相邻两条线划之间的距离不小于0．2mm；一注记、符号应清晰完整，符号及注记不被其他要素压盖；——线划、注记和符号墨色浓黑饱满；——连续调原图层次丰富，色彩逼真，反差符合印刷要求。b)胶片印刷原图的图面内容检查：——软片平整无划痕，图形完整，线划、注记和符号等清晰；～线划、注记和符号墨色浓黑饱满，密度不小于3．0，软片灰雾度小于0．1；——分色软片分色正确，色调层次丰富，各色版的网点角度正确，网点光洁实在；——拼幅地图的拼接带宽度应为5mm～10mm。5．2．2数字印刷原图的检查5．2．2．1精度的检壹数字印刷原图实际尺寸与理论尺寸允许最大误差符合表l的有关规定。5．2．2．2数据格式及内容的检查数据格式及内容的检查主要包括：一一数据格式符合印前处理格式要求，通常情况下数据格式应为通用格式。字库符合印前处理系统要求。当字库与印前处理系统要求不一致时，可由顾客提供相应的字库文件。——数据文件完整，地图要素表示正确、完整，图廓内外整饰内容、规格正确、完整。—点状符号、注记应保持完整，地图各要素关系应符合叠印、镂空、陷印等印刷要求。——四色印刷的数字原图，其符号、注记等线划宽度不小于0．1ram。一连续词原图和图片亮度适宜、层次丰富，色彩逼真，分辨率不小于12点／mm(300dpi)，色彩表达正确。一拼幅地图的拼接带宽度应为5mm～10mm。一数字栅格地图分辨率不小于12点／mm(300dpi)、图形清晰、线划平滑，无相互粘连、断线及多余斑点；彩色图色彩符合要求。一数字矢量地图数据分层、表达正确，符号、注记或文字等大小、样式、色彩正确，图形线划连续光滑、清晰，粗细符合图式规定；各要素图面关系合理；接边处接边要素的几何形状连贯、合理，图面配置符合要求。5．3问题的处理在印刷原图检查和／或生产过程中，发现原图错、漏或委印单位要求修改原图的，委印单位应予以确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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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并承担修改或返工的相应责任。如需要对原图作适当的修改处理，应得到委印单位的同意。

6工艺设计

6．1工艺设计依据

地图印刷工艺设计的依据主要包括：

a)顾客要求，包括合同的有关要求，顾客的书面、口头或网络上的有关要求的记录；

b) 市场所隐含的需求和期望；

c)顾客提供的有关印刷原图或资料；

d) 本单位现有设备和技术水平；

e)本单位以往有关工艺设计和生产、质量管理方面的资料。

6．2工艺设计原则

地图印刷工艺设计应遵循以下基本原则：

a)满足顾客的合理要求，增强顾客的满意程度；

b)应在保证满足顾客要求(包括质量和工期)的前提下，努力缩短周期、降低成本、提高经济效益

和社会效益；

c)工艺设计应充分考虑本单位的资源条件(包括设备配置、人员的技术能力、相应的配置软件以

及材料规格等)，挖掘潜力，选择最适用的合理方案；

d)采用适用的新工艺、新方法和新技术。

6．3工艺设计主要内容和要求

6．3．1工艺设计主要内容

工艺设计的主要内容包括：原图分析、工艺流程和主要工序的确定(需要时可编制工艺流程图表)、

工序(印前、印刷、印后)的作业方法和技术要求，新工艺、新技术应用要求、重要技术措施和特殊工艺的

简要说明等。

地图印刷过程工艺流程图参见附录C。

6．3．2工艺设计的要求

6．3．2．1用色要求

6．3．2．1．1国家基本比例尺地图应依照GB／T 20257<(国家基本比例尺地图图式》相应部分规定的用

色要求制版、印刷；普通地图、专题地图(包括其地图集、册)等应按相应技术设计规定的用色要求、有关

的图式规范、色谱或彩色样图等的要求制版、印刷。

6．3．2．1．2工艺设计宜采用四色制版印刷工艺。在下述情况下亦可增加专色进行制版印刷：

a)顾客特别要求时；

b)为了追求印刷产品的艺术效果；

c) 对于某些线划或符号，确因技术水平达不到顾客或印刷品质量要求的。

6．3．2．2地图要素关系印前处理要求

在数字印前数据处理过程中地图要素关系应满足叠印、镂空、陷印等印刷要求，点状符号、注记应保

持完整。

6．3．2．3拼版设计要求

6．3．2．3．1 单幅图或挂图的拼版设计要求

单幅图或挂图的拼版设计应满足下列要求：

a)规定是单张印刷或拼版印刷，单张印刷时应规定其咬口，双拼图幅的咬口一般应为拼接边；

b)拼版印刷时，拼版图幅的印数、色数、色别以及内容繁简应尽量一致，应尽量避免将一些大面

积的实地与一些细线条或细网线图案拼在同一版面中；

c)应尽量将同一地区、相同比例尺、套合精度要求大体一致的图幅拼在一起；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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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14511—2008d)拼幅挂图的拼接带宽度应为5mm～10mm，拼接带拼接时一般应上压下、左压右；e)拼版面积不得超出纸张印刷有效面积，四边应适当留出白边。国家基本比例尺地图，图廓外的白纸边不得小于1crl3．。6．3．2．3．2地图集(册)的拼版设计要求地图集(册)的拼版设计应满足下列要求：a)依据纸张的规格、地图集(册)的开本尺寸、页码数目、装订方式(骑马订、铁丝平订、锁线装或胶订)、印刷色数(单色、双色或四色)、印数、折页形式(手工折页或机器折页)和纸张厚薄等因素进行拼版设计，印刷用纸张规格及其开本尺寸参见附录D；b)图幅的拼版要求同6．3．2．3．1的b)、c)}c)图集或图册中图幅如有出血或破图幅情况时，应符合以下要求：1)字：不应出现残字；2)线划：经裁切后线划不能出现被误解；3)印色：出血或破图幅部分印色应与图内相同用色保持一致。6．3．2．4图集(册)、系列图的工艺设计要求图集(册)、系列图或同幅拼版地图应尽量采用相同的工艺流程设计方案，且制版印刷过程中应尽量采用相同品牌和规格的感光胶片、制版版材、印刷油墨和同批次纸张等，并采用同一印刷机进行印刷。6．3．2．5分色加网要求6．3．2．5．1概述分色加网时，工艺设计应规定加网的方式(包括调幅加网和调频加网)、加网线数和各色版的加网角度等。6．3．2．5．2网线要求当采用CTP直接制版时，胶版纸印刷网线数一般为5线／mm～6线／mm(133线／英寸～150线／英寸)，铜版纸印刷其网线数一般不低于7线／ram(175线／英寸)；当采用激光照排机发排软片时，胶版纸印刷网线数～般为4线／mm～5线／mn',(100线／英寸～133线／英寸)，铜版纸印刷列线数一般为5线／mm～8线／mm(133线／英寸～200线／英寸)。6．3．2．5．3网线角度要求将垂直指北方向定为0。。角度按顺时针方向旋转，整个圆周分为360。。网线角度要求如下：a)单色印刷时，网线角度应为45。。b)彩色印刷采用有主轴的网点(如椭圆形网点)时，青、品红和黑版的网线角度差应为60。，主色版的网线角度应为45。或135。，黄版的网线角度宜为0。。双色印刷机印刷时，构成的一对颜色应给出尽可能大的角度差。通常情况下，各色版的网线角度分别为：黑(K)135。，品红(M)15。；黄(Y)0。，青(c)75。。注：主色版是反映图像主体的色版。c)彩色印刷采用无主轴的网点(如方形、圆形)时，青、品红和黑版的网线角度差应为30。，主色版的网线角度应为45。，黄版与其他色版的网线角度相差15。。6．3．2．6胶印打样、印刷工艺设计要求工艺设计应分别规定胶印打样、印刷的设备要求、所需纸张的规格和数量，并规定印数、印色和色序等。印刷色序应根据地图的内容、要求以及油墨的性质等确定。一般的原则是：a)套合精度要求高的色先印；b)遮盖力大的墨色先印；c)尽量保证第二色油墨的粘着性小于第一色；d)应尽量将墨层厚度厚的油墨放于后色印刷，墨层薄的油墨放于前色印刷，使油墨在印刷的过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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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达到一个相对大的转移量}

e)对于标准的四色油墨，通常情况下按照黑一青品红一黄的顺序来印刷。

7数字印前处理

GB／T 14511—2008

7．1数据输入

7．1．1 数字印刷原图的数据输入

输入到数字印前处理系统中的数字印刷原图数据应满足印刷系统格式的要求。

7．1．2模拟印刷原图扫描输入

7．1．2，1扫描质量要求

扫描质量应满足下列要求：

a)地图和图片等扫描分辨率一般不应低于12点／ram(300 dpi)；当等高线较密或图面要素复杂

时，扫描分辨率不应低于16点／mm(400 dpi)；要求精细的地图或图片等扫描分辨率不应低于

20点／ram(500 dpi)。

b)扫描后的图形完整，线条实在、不间断，图形亮度适宜，图面整体噪点小。

c)扫描后的图像层次丰富．色彩模式正确，色彩模式可采用RGB、二值和灰度等，色值符合要求。

d)扫描输出的数据命名、格式等符合要求。

e) 二值化时，根据扫描图像灰度直方图选择亮度值与阈值，确保二值化后不漏要素，尽量减少断

线和粘连。

7．1．2．2扫描准备

分析原图的色彩、层次及反差，标出扫描范围，根据成图尺寸确定缩放倍率等。

7．1．2．3扫描作业要求

扫描作业要求如下：

a) 运行扫描软件，设置适当的扫描参数(如设置扫描文件名、扫描类型、扫描分辨率、有效扫描区

域、数据格式等)，并根据图纸和扫描质量要求选择设置编辑功能和参数。

b)对图件进行扫描时，应将图纸的公里格网水平／竖直放置，扫描方式可选用自动扫描和手动扫描：

——r自动扫描：在原稿反差适当、不存在偏色情况下，可选用自动扫描方式。自动扫描应先对

图件进行预扫，根据预扫情况，设定扫描的亮度、对比度、色彩饱和度以及扫描范围等参

数，裁切位图时不应将图幅以外的内容(如黑边、白边)裁切到扫描幅面之内，然后进行

扫描。

——手动扫描：首先根据原稿情况设置扫描的高光和暗部、扫描曲线(curve)和反差格玛

(Gamma)值以及其他参数，然后进行扫描。

c)根据图件的图面情况调整亮度值和阈值，选择相应的色彩模式或灰度模式进行色彩归化处理。

d)依照要求输出数据，格式应符合设计书要求。

7．2数据处理

7．2．1栅格数据处理

主要内容包括：

a)根据用途对图像的阶调、层次、颜色进行调整和校正；

b)用于彩色印刷的图像数据最后应转换成CMYK色彩空间模式。

7．2．2矢量数据处理

主要内容包括：

a) 依据分版要求对各要素进行色彩设计，保证分色版正确；

b)根据设计要求，对精细线划和符号进行特殊的艺术处理，并根据要求设定其四色分版色值或

专色版色值；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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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14511—2008c)同一测区、同一比例尺地图的图廓外整饰内容，可制作公用文件，出版整饰时调用并添加；d)在整幅图编辑完成后，应进行错误检查，修改无误后再组版输出。7，2．3分色加网应根据设计书和／或印刷工艺设计要求，对页面进行分色和专色设定(如果是RGB色彩，应转换成CMYK)，清除无用色，归并比例相同的颜色，并根据需要对地图要素关系进行叠印、陷印、镂空等处理，设定输出用色的线数和阿形，选择加网方式(调幅加网、调频加网)，建立分色版文件。7．2．4组版、拼版作业要求7．2．4．1组版作业要求确定页面图幅所含文字、图形、图像、填充图案等文件内容，并确定页面样式(如页面尺寸、图幅展开、出血或破幅要求等)，用排版软件将文字、图形、图像以及填充图案等分离文件组合成完整版面。排版后应保证文件齐全、字库匹配、版式符合要求、文件链接正确有效。7．2．4．2拼版作业要求根据图幅页面大小、图集(册)装订方式及印刷工艺、设备等具体情况设计折手方式和拼版样式，并根据拼版样式要求进行拼版。应在图幅外设置测控条以控制数据输出、晒版、打样和印刷过程的质量。7．2．5输出前数据检查和输出格式要求输出前应对数据进行检查，检查内容主要包括：版面要素是否缺漏、正确，色彩处理与分版加网是否正确，数据格式以及字库是否匹配等。发现问题应及时修改、处理。地图数据输出格式应符合设计要求。文字一般采用文本方式。7．3数据输出7．3．1数码打样利用数码打样机(喷墨打样、激光打样等)输出数码样张，根据需要，样张可以为全要素或分要素样张。经色彩管理处理后的数码样张应能够基本模拟印刷品。数码样张的审校按照10．1的规定执行。7．3．2激光照排机软片输出7．3．2．1激光照排分色片质量要求激光照排分色片质量要求如下：a)分色片图形完整，无划伤，版面干净，无脏迹，规矩线齐全；b)片基灰雾密度(片基加灰雾)≤0．10，网点区域的透明部位密度值不得高于透明胶片密度值(片基加灰雾)0．1以上，实地密度≥3．8；c)分色片对角线套准误差≤o．01％；d)网线数：胶版纸印刷网线数一般为4线／mm～5线／mm(100线／英寸～133线／英寸)，铜版纸印刷网线数一般为5线／mrn～8线／mm(133线／英寸～200线／英寸)；e)线划光洁，注记笔锋和棱角明锐，文字、网点无破裂；f)网目半色调底片的网点光洁实在，角度正确，层次丰富，50％刚点扩大值不超过2％；g)分色底片分色正确，其密度层次与原图的色调层次相一致；h)线划粗细的变形率不超过5％。7．3．2．2激光照排机输出作业要求激光照排机输出作业的主要要求如下：a)输出前准备：根据激光照排机输出要求，做好设备和软件的准备和设定，根据任务通知单或设计书要求，准备所需感光胶片、显影掖、定影液等。b)对激光照排胶片性能要求：最大密度≥5．0，最小密度≤o．04，厚度0．1ram+0．02mm，变形率≤O．02％。c)输出质量控制：一一应制作常用感光胶片、网型和输出线数的标准网点梯度胶片，并对输出软片的实地密度、8

标准分享网 www.bzfxw.com 免费下载



www.bzfxw.com

GB／T 14511—2008

底片灰雾度、网点扩大率、网点变形情况、输出软片尺寸变化等进行质量检测；

——更换软片类型或更换显影液、定影液后，应对胶片输出进行基本密度测试，对照排系统作

线性化调整，保证输出质量；

——照排机分辨率不低于100点／ram(2 540 dpi)，胶版纸发排线数不低于4线／mm(100线／

英寸)，铜版纸发排线数不低于5线／ram(133线／英寸)。

d)输出前应对输出文件进行屏幕预检，确保数据无误后方可进行输出作业。

e)按照激光照排机输出作业要求输出软片，应用RIP输出软件输出胶片，并对输出软片进行显

影、定影。

7．3．3计算机直接制版(CTP)输出

7．3．3．1印版质量要求

印版质量要求如下：

a)版面清洁、图形完整，规矩线和色标齐全；线划、注记清晰，网点实在，加网线数为8线／mm

(200线／英寸)的3％的小网点不丢失，97％的网点不糊版；

b)精度：对角线对版误差不大于0．01 mm；

c) 刚线数：胶版纸印刷网线数一般为5线／mm～6线／mm(133线／英寸～150线／英寸)，铜版纸

印刷其网线数一般不低于7线／ram(175线／英寸)；

d)印刷要素的感脂性能和空白部位的亲水性能良好，擦胶平薄均匀；

e) 咬口尺寸要符合指定机器的要求，误差不超过3 mm，侧规误差不超过5 mm。

7．3．3．2印版输出作业要求

印版输出作业要求如下：

a)输出前准备：根据CTP系统作业要求，做好软件和直接制版机、冲版机等设备的准备、设置工

作，准备冲洗药液、版材等；

b)输出前应对输出文件进行屏幕预检，确保数据无误后方可进行输出作业；

c)应用软件输出印刷版，并对输出印版进行自动显影、定影处理。

8晒制PS版

8．1印版质量要求

印版质量要求如下：

a)版面清洁、图形完整，规矩线和色标齐全。线划、注记清晰，网点实在，3％的小网点不丢失，

95％的网点不糊版。

b)精度：对版误差不大于0．1 mm。

c) 印刷要素的感脂性能和空白部位的亲水性能良好，擦胶平薄均匀。

d) 咬口尺寸要符合指定机器的要求，误差不超过3 mm，侧规误差不超过5 mm。

8．2晒版作业要求

8．2．1晒版前的准备

内容包括：

a)检查底片质量，准备台纸板及有关用具；

b)按配方准备好显影液、修版液、胶液和处理液，领取所需规格版材；

c)晒版机的准备：普通晒版机需调整好光源，擦净玻璃。自动平型晒版机应首先调置频道，输入

真空时间、曝光时间以及灯体位置的相关数据。

8．2．2曝光

内容包括：

a)将底片与Ps版的感光层相对(底片朝向光源)置于晒版机内，按照印刷机的规格和工艺要求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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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14511—2008留出咬口和边规尺寸，并在版材拖梢方向放置晒版测控条。待检查无误后抽气和曝光。b)使用平型自动晒版机晒版时，在合上电源开关后，应检查控制盘上的显示，光源及真空泵的工作是否正常，然后将PS版和底片放入晒版机内抽气和曝光。8．2．3显影8．2．3．1手工显影将曝光后的PS版置人显影液内，用软毛刷刷洗版面，待图形清晰及空白部分的颜色清除干净后，立即水洗，然后用2％～3％磷酸液处理，用水洗净后吹干。8．2．3．2PS版自动显影机显影内容包括：a)清洗显影槽，按照槽内液面计的指示，投放配制好的显影液。打开冲洗量调整阀门和显影液量调整阀门。b)接通电源，设定显影温度、烘干温度、输送版材定时时间及其输送速度，调整显影液喷放量及其角度和显影毛刷压力。c)按动各操作开关，然后进行显影、冲洗。8．2．4印刷版的修整显影后，检查版面质量，利用修版液(不能用浮石棒)把版上不需要的图形和空白部位的脏污除去，并用急水流冲去多余脏液，以免破坏图文。然后擦胶、风干备用。8．2．5固化印刷版如暂时不上机印刷，应涂一层油墨，防止图文受光分解而降低感脂性。不要使图版接触强酸和有机溶剂，注意避光保存。8．2．6耐印处理(烤版)当印数较大时，为了提高印刷版的耐印率，可将印刷版显影后(不擦树胶)薄薄擦上一层专用保护胶，放人烤版机内烘烤，取出后再放人显影液内除去专用保护胶层，水洗干净，擦胶、吹干备用。9胶印打样9．1胶印打样样图质量要求胶印打样样图质量要求如下：a)图形完整、图面清洁，网点光洁实在，无白点、条痕，线划和注记无花糊、虚断；b)多幅拼接版不应拆幅单打；c)墨色符合色标或设计要求，无漏色、错色，拼接图幅和图集(册)的各幅相同墨色应一致；d)打样用纸要与印刷用纸相同，四边应留出5cm的白纸边；e)各要素套合误差不超过0．1mm。9．2打样准备主要应做好以下各项准备工作：a)采用胶版打样机打样，采用的纸张、油墨等材料应与正式印刷相同。b)按工艺通知单规定的数量和规格领取纸张，并进行适印处理。检查印刷版质量，测定印刷版厚度。c)根据工艺设计的要求及色标、油墨的型号调配油墨，确定打样色序。d)作业室应保持干净明亮，工具放置有序。e)室内温度和相对湿度应满足打样作业要求。9．3操作方法打样作业应：a)先将水墨辊均匀上好水和墨。将活动架移动到输墨辊上，使墨辊均匀受墨，然后移到输水辊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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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使水辊均匀湿润。

b)将印刷版在版台上对准夹牢，用水洗净版面胶层，再用汽油洗去墨层，然后在版面上滚压印

墨，并使版面图形受墨均匀。

c) 打印每一色前，首先要用彩色反射密度仪测定实地密度值，符合质量标准和技术要求后，再进

行正式打印。

d)经审校后，如错误过多，必须重新打样。

e) 工作完毕后，应擦洗版台和压印台，做好机器的清洁和保养工作。

10审校

10．1 审校数码样和胶印样

10．1．1审校内容

主要审校以下内容：

a)检查各要素位置相互关系是否正确，套合精度是否符合要求，规矩线是否准确齐全；

b) 检查图廓外及图廓问整饰以及注记说明有无遗漏或差错；

c)检查图内各要素有无重叠、错漏，内容有无残断、脏污、花糊，墨色是否符合色标或彩色样图的

要求，拼幅地图各要素的接边和墨色是否一致；

d)通过测控条的测定，检查色调是否符合要求。

10．1．2审校作业

审校作业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a)熟悉工艺方案，领取各种打印样和所需资料，准备好审校用具；

b)根据印刷原图、色标、设计要求等全面审校打印样，发现问题应详细标在样图边上，并标注修

改意见；

c)重点审校涉及领土完整的要素和国界，审校国界必须逐点、逐线对照印刷原图或国界审批件进

行检查。

10．1．3审校中发现问题的标写规定

10．1．3．1标写规定

根据审校中所发现的问题，应采用以下标写方法：

一重叠：标写“去××，留×X”；
，遗漏：标写“加X X”，并将位置准确标出；

——移位：标写“××改位”，并标出真实位置。内容复杂时，应在图边绘出修改位置示意图；

一多余：标写“去××”；

一脏污：标写“××版去脏”；
——修字：标写“修×字”；

——断线：标写“连×X”；

——改形：标写“改为××”，绘出正确形状；

一更正：标写“去××加××”。

审校过程中其他校对符号的使用按照GB／T 14706的要求执行。

10．1．3．2标写注意事项

审校作业的标写应注意：

a)引线必须是横、竖直线，线与线不能重叠，尽量避免交叉；

b) 引线应标向距图廓近的一方，标写应简明肯定，字迹清楚。

10．2审校开印样

审校开印样是印刷前对印图的内容、墨色、套合精度的最后一次质量把关，应认真做好，主要要求包括：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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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14511—2008a)开印样审校应及时、准确、快速；b)按照印刷成图的质量标准对开印样图的墨色、套合精度、要素内容及完整性、要素间关系等内容逐项进行认真检查，发现问题用色笔标出；c)审校后应签署付印意见并签名。11印刷11．1印刷成图的质量要求印刷成图质量要求如下：a)外观：1)成图内容应保持与原图或校样一致；2)文字、图形完整、位置准确，线划、注记、网线(点)光洁实在，无双影、条痕花糊、虚断和脏污；3)图纸无破口、折角、破洞和皱褶，纸张白度与未印刷前无明显差别，背面无脏污，天、地、左、右位置符合设计规定。b)阶调：1)实地密度值范围为：黄(Y)：0．85～1．10；品红(M)：1．25～1．50；青(c)：1．30～1．55；黑(K)：1．40～1．70；2)最小网点再现3％～5％网点面积。c)网点：1)网点清晰，角度准确，不出重影；2)印刷品50％网点的增大值范围一般为10％～18％；3)线划粗细变形率不超过15％。d)层次：亮、中、暗调分明，层次清晰。e)各色套印误差：1)全开图幅：精度要求较高的地图不大于0．2139,133，一般地图不大于0．3mr]3；2)对开及小于对开图幅：国家基本比例尺地图及精度要求较高的地图不大于0．1mm，一般地图不大于0．2ITIrJ3．。f)双面印件套印：正反面套印误差不超过0．5rrlrrl。g)颜色：1)印刷墨色应符合批印样或用色标准；2)地图集(册)、成套地图及多幅拼接图的相同墨色应深浅一致，实地密度允许误差为：青(C)、品红(M)≤o．15；黑(K)≤o．20；黄(Y)≤o．10。11．2纸张准备11．2．1选纸提前准备好所需纸张。依据通知单的要求选纸，挑去破损、脏污、折叠等不适用于印刷的纸张，按品种、规格、纸纹分别存放，存放时不应产生紧边、卷曲、荷叶边等变形，核对纸张的品种、规格、纸纹和数量。11．2．2裁纸11．2．2．1质量要求裁纸的质量要求如下：a)裁切的纸张要符合规定尺寸，同一图幅误差不超过1．0Inl'n，裁切纸边应互相垂直；b)切口光滑无刀花；c)裁切纸张数量必须与通知单要求相符，并垛放整齐。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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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2．2裁纸操作方法

裁纸操作应做到：

a)熟悉作业通知单，核对纸张，拟定裁切尺寸、顺序或程序数据(电脑控制裁纸机)。

b) 检查调整机器，擦净工作台面。备齐使用工具。空车试刀，如有跑刀严禁使用。

c)将纸张撞齐输入机内，按要求尺寸校正规格，开刀裁切。使用自动控制的切纸机时，输人数据

后应检查屏幕显示的数据，正确无误后方可按动裁切电键。用完后应断电，不能露出刀口。

d)裁切的纸张经严格验数后，垛放整齐，做好标识，套上塑料罩备用。

11．3油墨的准备

准备内容包括：

a)按工艺要求或根据付印样及色标准备油墨；

b)分析付印样或色标各色相中的颜色成分，参照打样时的配墨记录，确定墨量及其配比；

c)调墨要均匀，并及时刮出色样与付印样或色标进行对比，直到符合要求为止；

d)每批印件墨量要一次配足，调墨的配比应记录保存，配比确定后不得随意变更。

11．4开机准备

开机准备要求如下：

a)领取付印样图、油墨、印刷版，整理过版纸，领取纸张并核对其规格、数量。

b) 检查印刷版的质量是否合乎要求，各色印刷版的数量是否齐全。版面脏污及个别缺陷经修整

后方能上机印刷。

c)清除机器及其周围的障碍物，并给油箱及各润滑点加油润滑。

d)根据胶印机给定数值，调整辊筒衬垫厚度，调整机器压力，且辊筒问两端的空隙必须一致。

11．5印刷操作方法

11．5．1装纸、调整输纸装置

装纸、调整输纸装作业要求：

a)将纸张抖松撞齐并垛放在输纸台上，前边和侧边必须靠紧规矩挡板，不能倾斜。最后白纸上放

适量过版纸；

b)根据纸张厚薄和幅面，调整风嘴的风量及位置，调整压纸轮的压力、方向和传递带的松紧，并

调整好双张及空张控制器；

c)校好前规，找准咬纸量，咬牙量为5 mm～15 mm，且两边一致。上方压规高度和侧规压板高度

一致，并为纸张厚度的3～4倍。根据纸张大小移动侧规。

11．5．2上版

上版作业要求如下：

a)将印版插入版夹，从中间开始拧紧螺丝；铺平衬纸后点动或低速将机器转至另一边装好夹版。

b)上版时拉力要均匀一致，不能过大，应逐渐将印版绷紧。

11．5．3调整水辊、墨辊

启动机器，同时上水输墨，根据水的传递情况，调整各水辊间的压力，使其传水适量、均匀。根据油

墨传递情况，调整各墨辊间的压力，使两端压力一致，传墨适量均匀。

11．5．4校正规矩

印刷版规矩校正要求如下：

a)洗去版面胶膜，揩去图形墨层，擦净油污后，再用水布清擦干净。

b) 以慢速开动机器，先后合上水、墨，待版面图形受墨正常均匀，空白部位无脏污后，才可中速

试印。

c)启动输纸机构，调整纸张与侧规位置，合适后合压试印。

d)查看试印样图图形位置与工艺要求是否相符，如相差较大时，可变动上版位置或移动前规和
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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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14511—2008侧规进行校正，但前规移位不得超过1mm。如图形沿辊筒旋转方向套印不准时，可加减衬纸。停机超过2rain时印刷版应擦胶。c)校正印版时，同时调整墨斗螺丝，使墨量与印版图形受墨量相适应，先印适量过版纸，待水、墨平衡后，根据打样出来的色标密度值印刷开印样，审批后，参照审批样开机正式印刷。11．5．5印刷操作印刷操作要求如下：a)按工艺设计要求的印刷色序、版序进行印刷。b)认真操作输纸机构，确保纸张准确输入，听到危险信号迅速停机。c)要勤查水、墨，做到版面水分小而不脏，保持水墨平衡。d)印刷中要勤查印刷品质量，并与审批样对比，发现问题，应及时处理。e)印刷中间，应根据印件的质量及纸张脱粉掉毛情况及时停机擦洗橡皮布。f)每版印完，应将橡皮布洗净，下版后需要存版的印刷版应擦胶换墨，不需存版的印刷版需把墨洗净。换墨或停机10h以上时，一般应洗净墨辊。g)每班工作结束，要明确做好标识，做好交接工作，并填写作业登记或交接记录。12分检和单幅图包装12．1分检和单幅图包装的质量要求12．1．1分检质量要求分检后质量应满足：a)分检后的成图，应符合11．1印刷成图的质量要求；b)分检后的成图必须确保数字准确，合格品数与废品数之和应与投印白纸数相符。12．1．2包装质量要求包装后质量应满足：a)每包成图数量必须准确；b)包装整齐，包形方正，捆扎结实，不得捆伤、脏污图纸；c)图包贴封的标签，应填写正确、清楚、粘贴牢固。12．2分检和单幅图包装作业12．2．1分检和裁切作业分检和裁切作业要求如下：a)按照作业通知单验数、接收印刷成图，垛放整齐。b)先抽出3～5张，对照付印样图，全面查看成图内容，并确定分检重点。分检应逐张两边翻阅，每边翻阅面积应超过1／z图幅；双面印刷图要正、反两面查看。翻阅时以检查缺色、跑版、挂脏和破损为主，并按照印刷成图质量标准，剔除废品。c)分检应逐叠进行，先检出一叠合格品作为对换备用，然后每分检完一叠验数后，将分捡出的废品对换成合格品，垛放整齐，同时将废品另外堆放整齐。整幅图查完并核对总数无误后，对合格品签署合格证，交专职检查人员抽查。d)专职检查人员抽查合格品时如发现废品或合格品数量与合格证不符，分检工作应全部返工重查。e)分检完成后，应按工艺规定裁去多余白纸边，有重叠边的多幅拼接图，上压重叠边应裁净拼接线，但裁进尺寸不得超过2mm。12．2．2单幅图包装作业单幅图包装作业要求如下：a)按照作业通知单核对成图，确认数字正确后，在合格证上签字。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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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国家基本比例尺地图每包按200份(特殊要求除外)包装(彩、素图要分开包)，每50张一叠，对

折对插。从每包上叠抽出一张折叠，将地图图幅编号、图名露出。

c) 国家基本比例尺地图包装采用120 g牛皮纸，对接部分应重叠图幅对折宽度的2／3以上。图

包顶、底部成角状折向对折面。包装绳成“#”状，绳结点处需打扣。

d)地形图图包正面应留10 mm×40 mm方洞，露出地图的图幅编号和图名；图包顶、图包两头粘

贴地图标签，标明图号、出版年代、版次、图种(彩图和素图)和数量，其他图种，包装纸不开洞。

e) 包装完毕，应检查包装质量，核对包数无误后上交。

13地图集(册)的装订

13．1质量要求

13．1．1平装的质量要求

平装的质量要求见cY／T 28

13．1．2精装的质量要求

精装的质量要求见CY／T 27

13．2装订准备

1999的第3章。

1999的第3章。

a)熟悉作业通知单，准备工具，擦净工作台；

b)接收印刷成图，核对数字；

c)准备用料，根据成图规格，合理核算用料尺寸并开料。

13．3平装地圈集(册)装帧的操作方法

平装的作业要求：

a)折页：折页前溜边，先折样子，核对页码顺序，折页时应挑出废品，折完撞齐，天头地脚划清

记号。

b) 配页：先配出样本，再按每帖页码顺序配齐，溜看有无翻身、倒头、错号，无误后撞齐放好。

c)订本

锁线订：根据开本大小确定订距、锁线针数，一般为6～10个针眼，锁完整齐码平；

——骑马订：调整好机器，将套好撞齐的图页输入机器装订；

⋯Y缯!纫订：调整好缝纫机，将套好撞齐的图页沿订口规矩线准确缝订；

一一无线胶粘订：将图页撞齐后刷胶、压紧、晾干；

——活页简装：将图页撞齐，按规定位置打孔，一般2个或4个，孔的直径约为3 mm～5 mm，

穿入丝绸带打结系牢。

d)刷胶上封

——折封面：将封皮面沿封脊线反折；

——上环衬：把上、下环衬牢固粘贴在图芯订口部位，天头地脚不得颠倒；

——上封面：将封皮面与图芯正面按脊线对正贴牢，摊开封底，连同图芯翻身，在脊背和订口

处刷胶，拉紧封底使图芯紧密贴合，并用刷子沿脊线刮平整，晾干。上、下浆El为3 mm～

5 mm，但应不露订线；有勒口的平装须先将图芯外切口裁好，再包封皮，并沿外切口将勒

口折进。

e)裁本：上机前先检查图本垛放有无倒头。先裁外切口，再裁上、下切口。裁好的成品规格与规

定尺寸误差不得超过1 mm，四角成直角。

13．4精装地图集(册)装帧的操作方法

精装的作业要求：

a)折页、配页、锁线或无线胶粘作业与13．3的a)“)和c)的相关内容相同，采用蝴蝶式装订时，

应先锁(或无线胶粘)拼贴条，再贴平贴条，然后粘页。
15



GBIT14511—2008b)图芯加工不同形状的图脊和图背，其图芯的加工过程分别如下：——圆背有脊：(图芯)压平刷胶一干燥分本裁切一扒圆起脊一粘堵头布、纱布、图脊纸干燥；——圆背无脊：去掉起脊，其他过程与圆背有脊相同；方背：去掉扒圆、起脊，其他过程与圆背有脊相同；一一活络式：(图芯)压平刷胶干燥一分本裱卡干燥裁切一(扒圆)粘堵头布、纱布、图脊纸干燥。c)制作图壳根据装帧设计，制作全布面图壳或布腰纸面图壳。图壳制作流程如下：——全布面图壳的制作：分为封面布刷胶，摆壳、包壳(包边和塞角)、压平等工序；一一布腰纸面图壳的制作：分为腰布刷胶、摆壳、包布腰、刷胶、糊面、包壳、压平等工序，也可先将布腰与封纸粘接，然后按全布面图壳制作过程加工。d)烫金准备铜锌版和电化铝，检查机器，调整压力、规矩，烫样送审合格后即可烫印。烫印时要防止碰伤和脏污封面。e)套壳将图壳面向工作台展开，在图槽部位刷胶，将图芯的脊线对齐套好，并使切口与飘口距离相等，粘接牢固，初步压槽，然后将前封、封底与环衬粘接牢固，压平，压槽。活络式的塑料图壳要按照地图集规格预先压制，然后与图芯套合。13．5检查、包装检查和包装作业要求如下：a)检查地图集装订质量，主要用目测法检查各部位的质量，必要时可以用符合规定的计量工具检验页码、粘口、针距、针数、圆势、脊高、飘口和书背、封面的烫印印迹等；b)装订质量宜逐本查码，溜看破损、脏污等，查完后填发合格证；c)包装应按照工艺设计书要求，每包数量准确，捆扎结实，并按规定填贴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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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 总则

附录A

(资料性附录)

安全生产作业要求

GB／T 14511—2008

在地图印刷生产过程中，要使用保密的地图数据、资料，操作昂贵的制版、印刷设备和各种电器，接

触易燃、腐蚀和有毒的化学药品等，为避免发生事故，保证人身安全，应以预防为主，认真执行各项安全

作业规定。

A．2安全教育与安全检查

A．2．1印刷企业领导，要经常对职工进行安全教育，定期进行安全检查，发现不安全因素，应及时

消除。

A．2．2新工人进厂，未经认真的安全教育，不得分配到班组作业。

A．3保密数据、资料的安全管理要求

A．3．1数据、资料的分类

数据、资料主要包括：

a)委印单位提供的：

印刷原图：包括数字原图、纸质原图、透明原图等；

一出版参考资料：如彩色样图、部分参考资料等。

b)制版、印刷过程中的：

各种审校样、开印样；

各种扫描数据、出版数据、过程胶片等；

一供打样和印刷周转用的过版纸及各种废图；
一 各种打样版、印刷版。

A．3．2保密数据、资料的安全要求

数据、资料的安全保密管理主要有以下要求：

a)从事地图印刷的工作人员，应严格遵守保密规定，对于上述数据和资料，无论其秘密等级如何，

均应妥善保管，保证其安全、完整和数目准确。

b)地图印刷企业应设置资料室和资料员负责数据、资料的管理。数据、资料的接收、发出或内部

运转应经资料室办理交接登记手续。

c)地图印前、印刷过程中的各种数据、印刷版、胶片等，凡需保留存放的，应由资料室负责详细登

记、存放。

d)凡定期应当销毁的数据、资料，到期后应由资料室详细列出清单，报经主管人员批准后，方能

按照销毁手续进行销毁。

e) 所有准备销毁的资料及废图纸，应详细登记造册，报经主管负责人批准后方可销毁。

f)资料销毁必须由两人监销，绝密资料的销毁应由保卫部门监销。销毁人和监销人要在销毁登

记簿上签名，并注明销毁时间。

g)资料管理人员对所管数据、资料，应每年全面清理核对1～2次。主管人员详细检查核对，编造

清册、妥善保管。

A．4机器设备安全操作规定

机器设备安全操作主要有以下要求：
1 7



GB／T14511—2008a)各种打印机、印刷机以及制版、装订、裁切等设备，非本机组或设备指定操作人员，未经许可不得使用或开动；学徒工和学习人员必须在领机人员的指导下操作；对自己使用的机器设备应妥善保护，并经常进行保养、定期进行维修。开动打样机、印刷机前，操作人员必须将工作服、安全帽穿戴齐全，并扣紧前襟和袖口，身上不得搭挂毛巾。打样机、印刷机运转中，不准进行任何修理和擦洗，不准用手扣刮粘在机器上的纸毛、墨皮等污物，不准跨越转动部分加油。机器安全装置应经常保持完善有效。印刷机周围1m以内，不得堆放纸张、材料及其他物品。严格执行交接班制度。一旦发生机器或人身事故，要保持现场完整，并立即上报，填写事故报告表。集体操作的机器，定员不齐不得开机，开机后不得私离工作岗位。机器发生故障时，要立即停机进行检查，禁止带故障运转。A．5电气装置安全操作要求电气装置安全操作主要有以下要求：a)电气设备的修理，改装，连接临时线路及调试电气装置，必须由电工进行，其他人员不准擅自乱动。b)不准用手或持金属物接触电气设备的通电部分，不准用湿手拉合电闸或开关电钮。c)检修机器应先断电源，并在电闸处挂“线路维修，严禁合闸”信号。修理电气装置，一般不准带电作业，特殊情况不能切断电源时，一定要有可靠的安全措施，并有电工二人同时作业。d)作业室内使用电炉要有专人负责，电炉周围严禁放置易燃品。e)因故停电时，凡用电的机器设备，一律立即拉开电闸。每日工作完毕后，作业室内所有电源应一律切断。f)使用手灯必须采用低压。g)所有动力设备，必须按照规定埋设接地网，要接地良好。h)不准使用色纸包裹灯泡作为安全灯。A．6化学药品的使用要求化学药品的使用主要有以下要求：a)保管人员要熟悉各种化学药品的燃点和挥发性能，严格控制室内温度，妥善保管。易挥发药品的容器要密闭有效，原装密封的不得任意打开，开取后必须及时封好。b)各种腐蚀或有毒药液，由大容器取用时，应使用虹吸器，严禁用嘴吸气引出。同体有毒药品用天平称量时，称盘上应垫净纸，操作完毕应立即洗手。c)稀释硫酸，严禁将水倒人酸内，必须将酸液缓慢倒人有水的容器内，以防爆炸。d)接触或使用强酸、强碱，必须带胶皮手套。e)易燃品的容器必须密闭，存入地下库房内或远离厂房存放，严禁烟火，夏季注意通风降温，作业车间应限量领用。f)剧毒药品应由专人保管，严格领用手续，控制使用。A．7其他安全要求18其他安全要求包括：a)作业车间内，除指定吸烟地点外，严禁吸烟；b)各种废纸、废油布及废墨渣，不得乱扔乱放，必须放置在指定的安全地方，按时由专人统一处理。∽0曲oD曲D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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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B

(规范性附录)

测控条和光学密度计使用要求

GB／T 14511—2008

B．1概述

测控条和光学密度量测是地图印刷过程中检查、控制各工序产品质量的重要手段，也是实现印刷生

产过程标准化、数据化科学管理的有效途径。地图印刷企业在生产过程中应积极利用测控条和光学密

度量测来检测、控制或评价印刷生产过程和产品的质量。

B．2测控条应用和要求

B．2．1测控条的选用

测控条的选用应符合GB／T 18720--2002第5章的有关规定。

B．2．2测控条的质量要求

测控条的质量要求应符合GB／T 18722 2002的4．1的规定。

B．2．3测控条在各工序中的应用

B．2．3．1概述

在地图印刷工艺流程的数字印前处理、晒版、打样以及印刷等过程中，均应使用测控条来控制、检测

或评价各工序产品的质量。

B．2．3．2测控条在数字印前处理中的应用

在数字印前处理过程中，应根据其不同的输出方式，如激光照排机软片输出、计算机直接制版、数码

打样等，采用相应的测控条进行质量控制和检测。测控条在数字印前处理过程中的应用主要包括以下

两个方面：

a)用于设定不同输出方式的质量控制标准。针对不同输出方式下输出设备、输出材料、显影、定

影等条件，利用测控条分别制定其质量控制标准。

b)用于不同输出方式下检测、控制其输出产品的质量。

B．2．3．3测控条在晒版工序中的应用

测控条通常晒制在印版的咬口或拖梢处，主要用于：

a)规范晒版作业的曝光时间和显影时间：日常的晒版作业中，通过规定测控条的质量要求．从而

设定预定作业条件(例如常规作业的版材类型、曝光光源强度、显影液配方等)下的曝光和显影

时间等；当预定的作业条件发生变化时，应及时根据所晒制的测控条的信息变化决定是否修订

曝光和显影等作业参数。

b)控制、检测或评价晒版质量：晒版作业后，根据测控条提供的信息检测或评价所晒制印版的

质量。

B．2．3．4测控条在打样、印刷工序中的应用

在打样、印刷工序中测控条通常用于：

a)指示打样、印刷时的着墨情况、网点再现以及重影、滑移等情况，对打样、印刷过程中的某些技

术参数进行调整；

b)用来检测或评价打样和印刷品的质量l

c)根据测控条提供的信息制定印刷品的质量标准，并根据该质量标准设定各生产工序所需的

参数。

】9



GB／T14511—2008B．2．4测控条应用要求印刷测控条应用要求见GB／T18720--2002的有关条款。B．3光学密度计使用要求B．3．1光学密度计的基本要求反射密度计应符合ISO14981的规定；透射密度计的光谱特性应符合GB／T11501～1989的规定，几何条件应符合GB／T11500--1989的规定。密度计应经鉴定合格且在有效期内。B．3．2光学密度计的使用原则B．3．2．1光学密度量测借助于光学密度计和测控条来完成。透明原图和软片用透射密度计量测，反射原图、打样图和印刷图等用反射密度计董测。B．3．2．2在地图印刷过程中，密度量测应选用同一厂家生产的同一类型的光学密度计。B．3．3光学密度量测程序B．3．3．1密度量测前的准备密度量测前的准备主要包括：a)将光学密度计放置在平整清洁的工作台上，远离热源，环境温度在10℃～40℃之间，防止强光直接照射光学密度计，不得有任何腐蚀性气体、强电磁场干扰，以免降低量测精度。b)应确保密度计测量头和采样光孔清洁。c)注意电路的安全可靠，在确认电源电压与光学密度计的工作电压(通常为220×(1士10％)V)相吻合后，方可接通电源。d)按照密度计生产厂商推荐的预热时间进行预热。根据密度计的使用说明对仪器进行校准，并将仪器设定为要求的模式。B．3．3．2透射密度量测作业程序透射密度量测作业程序如下：a)将晾干的分色片、黑白或彩色软片置于光学密度计的量测台上。b)密度测量：1)分色胶片或黑白片的密度量测：将测量头对准片基材料的透射部位(即非图文处)，量测片基材料的透射密度D0；量测其实地密度D，和相应网目调区域的透射密度D：。测量网目调软片时，密度计的测量光iL宜不小于网线宽度的15倍，最小不应小于刚线宽度的10倍，该要求同样适用于非圆形测量孔。2)彩色软片的密度量测：可分别选择相应颜色通道按照本条1)的要求进行密度量测。B．3．3．3反射密度量测作业程序反射密度量测作业程序如下：a)将被测样图(印刷原图、打样图或印刷品)放在量测台上，并确保试样平整、无褶皱，与其接触的黑色底衬材料应：——对光谱无选择性，如：在400nm～700nm的整个波长范围内，光谱反射密度的总变化幅度不应超出在同样波长范围内得到的平均密度的5％；——漫反射，在一般室内照明条件下，无论以任何角度观测时，均无明显镜反射；——具有1．5士0．2的反射密度。b)对于每种彩色油墨，选择给出最高实地密度的密度计测量通道来测量未印刷承印物(即被测样图非图文的空白处)的反射密度D。，然后选择相应的颜色通道测得所需部位的密度值(如实地密度D。或网目调区域的密度D。)}测量网目调时，密度计的测量光孔宜不小于网线宽度的15倍，最小不应小于网线宽度的10倍，该要求同样适用于非圆形测量孔。c)重复测量2～3次：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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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14511—2008

——密度值在1．0以下时，误差要控制在0．01以内；

一密度值在1．0以上时，误差要控制在0．02以内；
——如果重复测量的密度值误差超出允许范围，则应对密度计进行检修。

d) 量测完成后关闭光学密度计电源。当连续使用光学密度计时，不应关闭电源。

B．3．3．4反射密度量测内容

打样图和印刷图的密度量测内容主要包括印刷反差、最佳实地密度、网点扩大值、油墨叠印率等。

关于反射密度量测的内容见GB／T 18722 2002。

B．3．4密度测量结果报告

报告密度值应保留两位小数。任何密度测量结果报告都应指明确切的测量条件，测量结果报告包

括以下内容：

——密度计的型号、名称及生产厂家；

——颜色通道(黑、青、品红、黄或以nm表示的波长)；

一光谱响应(应为ISO 5-3中定义的ISO标准状态I、T、E中的一种)；

——偏振光镜(有／无)；

——试样背衬(对于反射密度量测)；

——采样光孔(nm)；

一未印刷承印物的密度和测量部位的密度等。

例如：青实地密度为1．45，未印刷承印物密度为0．15，此数值为用无偏振装置的T光谱特性、测量

孔为10 mm、ZXY公司的XYZ型反射密度计在符合标准规定的黑色底衬上测量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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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D

(资料性附录)

地图印刷纸张的规格和开本尺寸

GB／T 14511—2008

D．1概述

地图印刷用纸有卷筒纸和平板纸两种。

D．2卷筒纸的规格

根据国家标准，地图印刷使用的卷筒纸的宽度尺寸有787 mm、860 mm、880 mm、900 mm、

1 000mm、1 092 ITIril、1 220 1"13．1"11、1 230 mm、1 280 mrn、1 400 mm、1 562 mm、1 575 mm、1 760 mm等规

格。

D．3 平板纸的规格和开本尺寸

D．3．1平板纸原纸规格

目前我国印刷用平板纸原纸的规格主要有：900×l 280(mIn)、890×l 240(ram)、1 000×

1 400(ram)、787×1 092(ram)、850×1 168(ram)等。其中900X1 280(ram)、890×l 240(ram)为国际

标准通用的A系列未裁切单张纸尺寸，1 000×1 400(mm)为国际标准通用的B系列未裁切单张纸尺

寸；另外787×1 092(ram)、850X1 168(ram)等为我国沿用旧标准使用的平板印刷未裁切单张纸尺寸。

D．3．2 国际标准A系列和B系列纸张规格和开本尺寸

国际标准纸张规格按纸张幅面的基本面积分为A系列、B系列等。

A、B两种纸张系列，采用标准全张纸对折长边的次数来表示开本大小。如A系列全张纸为A0，沿

长边对折一次为Al，对折2次为A2，依此类推。B系列纸张分为Bo、Bl、B2、B3等。

国际标准A系列和B系列纸张规格和开本尺寸见表D．1。表D．I中未裁切单张纸尺寸后面的M，

表示纸张的丝绺方向与该尺寸边平行。

表D．1 国际标准A系列和B系列纸张规格和及其开本尺寸 单位为毫米

已裁切成开本
系 列 未裁切单张纸尺寸

代 号 公称尺寸(允差士1 mm)

890×1 240M A4 210X 279

890M×1 240 A5 148×210

890X1 240M A6 105×144

A
900×1 280M A4 210X 279

900M×1 280 A5 148×210

900×1 280M A6 105×144

1 000MXl 400 B5 169×239

B 1 000X1 400M B6 119×165

1 000M×1 400 B7 82×115

D．3．3 787×1 092(ram)和850×1 168(ram)系列纸张规格和开本尺寸

目前我国沿用旧标准使用的印刷用平板纸主要有正度纸系列和大度纸系列，其中正度纸系列全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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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14511—2008纸原纸幅面为787f1092(mm)，大度纸系列全张纸原纸幅面为850×1168(mm)。另外，我国常用的地图印刷纸张规格还有889Xl194(ram)和880X1230(ram)等。表D．2给出了787X1092(mm)和850×1168(mm)系列纸张规格和开本尺寸，各开本尺寸的误差为士lmm。889X1194(mm)和880X1230(ram)等系列纸张规格和开本尺寸，印刷企业设计人员可根据需要自行规定。表D．2787x1092(ram)和850×1168(mm)系列纸张规格和开本尺寸单位为毫米787×1092纸张开本规格850×1168纸张开本规格开本毛边纸张尺寸上机尺寸成图尺寸开本毛边纸张尺寸上机尺寸成图尺寸全开787x1092781×1086751×1042全开850X1168844×1162840xl1401／z546×787543×78152l×7511／2584x850581×844570×840l／3364×787362x781345x75ll／3389×850387×844380×8401／4393×546390×543375x5211／4425×584422×58l420×5701／6364X393362x390347x3701／6425×389387x422380×420l／8273×393271×390260×3701／8292x425290x422285x420l／16196×273195X27l185×2601／16212×29221l×290203×2801／32136×196135×195130x1851／32146Xx212145×21l140x203注1注2上机尺寸=毛边纸尺寸一光边尺寸；成图尺寸一上机尺寸一修边尺寸。表D．2中的成图尺寸仅供参考，具体设计方案可根据需要确定其修边尺寸和成图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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