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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制化的材料 

我们专门生产的无磁不锈钢材料 

是在真空下铸造，可减少不需要 

的微量元素、去除溶解气体并提 

供氧化物清洁度。它可优化不锈钢 

的物理特性，例如，密度具有高重 

现性。

专业抛光技术

在两个阶段的操作过程中，我们 

经验丰富的技师首先通过机械装 

置对所有的砝码进行抛光，他们 

的特殊技能和专业知识确保获 

得一致的高质量表面，为第二阶 

段的电子抛光做好充分的准备。

机器人校准

正是因为 MT 历年来一直加大对

于尖端自动称量技术的投入及数

十年的研发生产经验，从而保证

了砝码校准的更高标准。计算机

控制过程可消除任何的人为误

差，并可获得一致性更好、重复

更优且不确定值更低的结果。

我们的砝码全部采用更优质的无磁不锈钢材料，以便在其整个使用周期内具有更

高的耐腐蚀性。我们独特的生产过程包括在真空下冶炼的不锈钢、传统机械抛光、 
最后阶段电子抛光技术、全自动清洁过程和使用最先进的质量比较器进行最终校

准。经过多年的努力，该过程已经得到优化，能够为您提供更高质量的精准砝码，

其稳定性在市场上有目共睹。

我们独特的技术工艺
确保更高的精确度

生
产
过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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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特勒-托利多的专有电子抛光技术可避免砝码表面出现微小的隆起， 
比机械抛光更为平整。密集的氧化层提高了砝码的长期稳定性。

把砝码浸入到温控的定制抛光槽中。通过将受控电流应用到此系统，把砝码表面的微小

量转移至电解液，提供以下优势：

• 因表面粗糙度减小而提供稳定的质量值 

• 由于去除全部微量元素（如石墨等）而获得更高的精确度

• 由于覆盖砝码的氧化层密致，因此可更好地防止腐蚀 1)

电子抛光技术
提供稳定性和长久的使用寿命

坚固耐用的砝码特性

可精确地调整电流和入水时间， 

使所生产的砝码精度达到正允差 

上限。在正常使用过程中可最大 

限度地减小质量磨损所造成的影 

响，从而延长使用寿命。

所有校准由计算机全程控制

在计算机的全程控制下，每个砝 

码的测量可自动转移到电子抛 

光系统中。控制软件对每个砝码 

需要调节至目标允差的参数进行 

评估。

1) 来源：ASTM, Designation B912-02

 www.mt.com/weights

 电子抛光系统

电子抛光技术可去除砝码 

表面的微小隆起部分，形成非常 

光滑的表面，并准确地将砝码 

调节至所需的允差范围。

独
特
的
砝
码
表
面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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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创新的 WeightLink™ 系统中，每个测试砝码的底部均有一个与校准
证书相关联的唯一标识编号 (UIN)。校准数据存储在第二个数据矩阵代码 
(DMC) 中，可通过电子方式读取证书信息。专用 DMC 扫描仪读取两个编码，
并将该信息发送至天平。天平软件首先验证证书和砝码数据，符合后才允许

开始天平检测。

通过这种高效系统，就不会出现使用错误砝码进行检测的情况，手动数据输入的错误风险

也被完全消除。通过四个简单步骤实现天平测试的完全可追溯性：

1.   扫描证书数据

2.   扫描砝码

3.   执行天平测试

4.   打印报告

砝码验证系统
确保可追溯的天平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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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靠的追溯性

内置的天平检测应用程序将记录 

砝码特定的数据和检测结果。使 

用外部打印机可打印详细的检测 

报告，提供所执行天平检测的完 

整记录。

提高安全性 

WeightLink™ 只允许使用有效的 

检测砝码。使用之前对检测砝码 

进行验证可以确保您的检测过程 

是完全合规的。

提高生产效率

将砝码参数数据自动传输到天平 

固件时的速度比手动数据输入快 

很多，不必一遍遍检查手写输入。

打印结果快速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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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简单

WeightLink™ 砝码范围为 1 g 到 5 kg，数据 

矩阵扫描器插入天平后部即可。您当地的 

梅特勒-托利多代表可以为您推荐兼容的 

天平固件版本及其可用性。

 www.mt.com/weight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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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克级砝码的标称值范围为 50 ug 至 500 ug，而校准不确定性仅为 0.2 ug， 
这已经达到了砝码加工领域的极限。微克级系列砝码的开发主要是为了满足纳

米技术市场的需求，通常包括生产尺寸小于 100 纳米的物体（小于一米的千万
分之一），例如，计算机芯片和显微设备。

梅特勒-托利多研发独特的自动化生产过程，以确保每个标称值砝码都具有精确且可重复的

特性；最小标称值为 50 ug，直径仅为 0.05 mm、宽度相当于人的头发丝。通过全自动比较器 

（例如，梅特勒-托利多的 ‘a5’ 系统）校准微克级砝码有助于将不确定值降至最低。

用于英国国家计量局
打破工程领域的局限

紧凑式组件设计

单独的存储盒和单个铝制容器用于存放每

个范围为 50 ug 至 500 ug 的砝码。

过程效率

带集成挡风玻璃的移动支架可适应于所需

的环境和预称量准备。

灵活性 

为特定客户添加砝码的空间例如 1 mg  

砝码。

选配件

陶瓷头镊子和特殊钩子可用于正确地操作

砝码。

 www.mt.com/microgram-weights

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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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n Pain 使用新的微克级砝码和梅特勒-托利多的 ‘a5’ 比较器

2012 年 9 月 18 日，英国国家计量局成为世界上第一家通过了 ISO 17025 

认证的质量校准实验室，校准可达到 50 ug 的质量标准，不确定度低

至 0.2 ug。

校准经理 John Pain 与梅特勒-托利多共同努力取得了这一开创性成绩。

他评论道：“以前从来没有校准过，因此没有可复制的蓝图或流程。我们

必须开发高效的方法来满足 UKAS 要求的计算不确定性新方法，以校准

小到几乎看不到的砝码。与梅特勒-托利多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当世界顶

级校准实验室与世界级生产商合作时，会获得很特殊的效果。”

两家企业为世界各地的客户提供组合产品和校准服务。

“获得最小的称量读数是最重要的事情！” 

国家
测试
机构

0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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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实验室天平需要定期测试，工业环境中的秤和秤台也需符合有关规定，

以确保测量值可靠且合法。依据有关规定，针对于该等级砝码的校准（最大

为 2000 kg）必须使用更高级别的砝码进行传递。

梅特勒-托利多提供一系列 OIML F 等级的砝码，适合校准 M 等级或及更低级别的砝码。 

具有抛光镜面的高级不锈钢砝码,其标称值范围从 100 kg 至 2000 kg，可确保砝码的长期

稳定性，适合反复的校准流程。提供一系列外形规格及多范围的砝码，以满足校准实验室的 

不同需求。

大质量砝码
确保工业精度

被检砝码的校准 
被检砝码，例如该 1000 kg 等级为 

M1 的铸铁砝码，必须使用更高级别

的参考砝码进行校准。

轻松叠放

安全、可叠放的参考砝码对大、小被

检砝码均可进行简单明了的校准。

 www.mt.com/industrial-weights

工
业
校
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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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柱形砝码

提供不同标称值的单个砝码，带有集成的

有眼螺栓以方便用吊车起吊。坚固的铝盒

可保护砝码表面更加光泽。

片状砝码

片状砝码的标称值为 50 kg，为组合成为

参考砝码提供了更大的灵活性。统一设计

确保方便操作。

长方形砝码

这些砝码可轻松地组合，以获得不同的参

考砝码，并节省存储空间。其设计重心低，

可确保安全叠放。



www.mt.com/weights

实验室砝码

• 单个砝码和成套砝码

• 0.05 mg – 50 kg，等级 E0* 和 OIML 等级 E1-M1

• 1 mg – 20 kg，ANSI/ASTM 等级 1,4

• 为 Signature 系列砝码提供终身“不超出正允差

范围”的保证

*适用于梅特勒-托利多微克级砝码

CarePacs®

• 包含两个由生产商推荐的砝码用于测试量程达  

8 kg 的天平

• 厂商提供的标准操作程序 (SOP) 可支持简单、

快速的测试方法

• 确保客户的测量允差降低至 0.03%

工业级砝码

• 1 kg – 5000 kg，OIML 等级 F1-M3

• 适用于安全地叠放和操作的大吨位铸铁砝码

• 提供不锈钢提手砝码，可满足监管行业最高的 

质量要求

梅特勒-托利多拥有广泛的砝码组合，从实验室用的小质量砝码到工业

用的大吨位砝码，这些规格可满足您单独需求的所有砝码等级。

我们的技术专业知识

从微克级到吨位级

访问网站，了解更多信息

梅特勒-托利多始终致力于其产品功能的
改进工作，基于该原因，产品的技术规格
亦会受到更改，如遇上述情况，恕不另行
通知 30084817A 

有关报价或涉及称量的技术信息，

请使用下列电子邮箱联系我们：

weights@mt.com

METTLER TOLEDO Group
Laboratory & Weighing Technologies
Local contact: www.mt.com/conta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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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特勒-托利多
实验室/过程分析/产品检测设备
地址：上海市桂平路589号
电话：021-64850435
传真：021-64853351
E-mail: ad@mt.com

工业/商业衡器及系统
地址： 江苏省常州市新北区 

太湖西路111号
邮编：213125
电话：0519-86642040
传真：0519-86641991
E-mail: ad@m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