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案例研究集
我们专业产品的小样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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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车辆称重解决方案采用一刀
切的套件形式。 当需要获得定制
型解决方案时，则不得不向多家公
司进行采购，以达到预期的结果，
这不仅会让人感到烦躁不安，而且
会导致费用超出预算。

梅特勒-托利多的称重技术专家
对于定制型解决方案已经习以为
常。作为创新领导者，我们每天提
供一系列标准型到复杂型解决方
案。我们对项目采取积极协商的
方式，这不仅可确保项目的成功实
施，而且可确保实施过程自始至终
令人无忧。                 我 们 的

新案例研究集中展示了我们在全
球范围内精心打造的一些独特解
决方案。无论您是在寻找整套解
决方案，还是希望对称重传感器
系统进行升级，我们均可提供适
合您独特需求的解决方案。

从管理场地布局，到制定操作流程，再到确定最适合业务的设备选件，车辆衡项目需要做到
面面俱到，即使是经验丰富的业主也会感到无所适从。我们的新案例研究集中列出了我们
每天所提供解决方案的小样例。

车辆衡解决方案
满足您的运营需求

车
辆

衡

一家测井公司不断因雷击而停
产，导致业务流失到当地的竞争
对手手中，于是该公司向梅特勒-
托利多寻求解决方案。

4

汽车衡升级足以让一家
主要的化工企业发现了
POWERCELL®PDX® 数字技
术的价值所在。

10

当停机不是一种可行的选择时，
只有一家公司可向您提供确保
衡器全天候不间断运行所需的
技术。

8

了解预测性维护如何防止该公司
意外停机，并且想象一下它对于
您业务起到的保护作用。

14

了解安装谷物翻斗秤是如何帮
助该公司改进工作流程和增加
利润，从而成为本地市场领导者
的。

6

在遵循法律要求方面不允许丝毫
让步。一家废弃物处理厂需要一
种可确保合规且可证明合规的解
决方案。

12

防雷击保护等要求 汽车衡与轨道衡升级 优化粮库效率 在危险区域无人值守称重通过先进的技术避免停机 
预测性维护对您的运营起
到的帮助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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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与客户的信赖。
 
在2010年的几周时间内，汽车衡
损坏两次，于是工厂决定将其换
掉。在调查选择方案时，他们发现
了POWERCELL® PDX®称重传
感器系统，认为其出色的雷电保护
功能有可能对业务产生巨大的积
极影响。

雷击问题
该厂座落在欧扎克山脉的山顶处，
不幸的是在雷暴天气条件下容易
遭到雷击。该地区雷击频发，对公
司的汽车衡不断构成威胁，从而造
成代价巨大的意外停机。每当汽车
衡停机时，需要花费一周多的时间
才能使汽车衡恢复运行。在此期
间，一些卡车司机选择将货物送往
其他工厂。在汽车衡修复后，将会
花费一段时间才能重新获得供应

Layton Mill & Timber Company
是一家铁路枕木与木材的供应企
业，位于北阿肯色的山区中。尽管
现场的汽车衡已经变旧，但是却
能够正常运行，并且对于业务不可
或缺。该公司利用汽车衡对每台
进入的车辆进行称重（满载时和
空载时两次称重），以确定运输到
山区的原木净重。如果该厂的汽车
衡出现问题，则原木卡车不得不前
往别处使用公共汽车衡。 

汽车衡停机对供应商造成了严重
不便。每当该厂的汽车衡出现问题
时，负责将原木运往山区的卡车不
得不额外行驶30英里，并且支付
双倍的价钱确定货物的净重。一些
供应商为了避免花费更多的时间
和金钱，而选择将货物运往其他工
厂。因此，汽车衡问题对于工厂的
业务产生了直接影响。

.

整体解决方案 
该 厂决 定 采用P OW ERC ELL 
PDX称重传感器与IND780终端
相连的梅特勒-托利多钢台面汽
车衡。这项先进的技术给予了他
们市场上最为可靠的车 辆称重
解决 方案。通 过正确的常规维
护，POWERCELL PDX预测性诊
断系统基本上消除了意外停机。为
了确保汽车衡始终保持高性能，

他们还签订了维护合同，在了解到
汽车衡不再让供应商和客户感到
失望后，他们感到安心无忧。

 www.mt.com/vehicle 

雷击可以使汽车衡瞬间停机。当供应商和客户纷纷将业务外包时，Layton Mill & Timber 
Company却在致力于解决雷击造成的停机。梅特勒-托利多提供了一款具有出色雷击保护
功能的新型汽车衡。

防雷击保护等要求
可解决持续出现的汽车衡问题的整体解决方案 

了解真正的雷击保护功能 

POWERCELL® PDX® 称重传感
器经过独立测试和认证，可承受高
达80K安培的雷击。访问下面链接
观看测试视频和了解更多信息。

�  www.mt.com/LightningStri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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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在地磅上直接集成谷物翻斗秤的方式使过程得到了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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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生产厂自2006年11月起投产运
营，最高产能时可存储36万蒲式
耳玉米，并有望增至200多万蒲式
耳。以市场价从地区农场购买玉
米，经过存储后运送至乙醇生产
厂。

该公司需要一种既可靠又准确的
解决方案，在对多种选择进行研
究之后，他们认为梅特勒-托利多
是从事此项工作的最理想公司。
工厂内安装了一台钢台面翻斗汽
车衡，用于处理所有进出产品。这
台秤位于地面上方，并配有横跨整
个宽度的钢格栅，可通过格栅将谷
物倾倒至下方料斗。料斗可容纳
1200蒲式耳玉米，料仓的摄取速
率为5000蒲式耳/小时。

称重效率更高 

安装新谷物翻斗秤之后，运送玉
米的卡车进入场地后行驶到秤上。
接下来，对玉米样品进行分析并提
取毛重。然后，卡车司机打开翻斗
车门，将玉米通过秤的格栅倒入料
斗内。
从这里将玉米输送至料仓。然后
测定空载卡车/拖车的重量读数，
并打印称重票据。

托运玉米的卡车执行类似程序，首
先空车行驶到秤上称重。然后由两
个上方卸载箱装载拖车，并测定满
载重量值。与之前采用的流程（入
库称重-行驶到卸货区-出库称重）
相比，这两种程序效率明显较高。

行业领先技术
POWERCELL® PDX®称重传感

器具有更高准确性与可靠性。由于
故障率小于0.02%，因此供应商无
需担心秤会在忙碌的季节发生故
障。此外，由于采用DataBridge重
量数据管理软件，因此现在他们能
够比以往更加密切地跟踪存货，使
管理层更加清楚业务状况。 

工厂目前处于快速发展阶段，有望
达到200万蒲式耳的最高产能。

 www.mt.com/VEH-GrainJournal

谷物翻斗秤会被许多制造商视作定制型解决方案，但这其中不包括梅特勒-托利多。了解集成式谷
物翻斗秤是如何提高公司效率的，使其能够满足供应商对于当地乙醇生产厂应尽义务的。

优化粮库效率
集成式谷物翻斗秤 

车
辆

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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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美国废品回收公司每个工作
日约有100辆卡车需要使用过秤
操作。每辆卡车及其所装载材料
的重量决定对客户的收费。

该企业仅使用一台汽车衡来完成
该服务，型号规格为70000磅，带
10个模拟称重传感器。由于公司的
业务量较大，因此该汽车衡使用频
繁，卡车几分钟之间上上下下。室
外安装的“大屏幕”向客户显示司磅
员在汽车衡仪表屏幕上所看到的
内容，以确保信息透明。在交易结
束时打印称重票据。

准确性至关重要
公司业主认为，由于对客户的收费
由重量决定，因此系统出现一个错
误便可能损害公司利益。“我们既
不希望损失利益，也希望公平地对
待我们的客户。准确性非常重要。”
他说。

当梅特勒-托利多在2014年中期与
业主接洽，希望该公司成为采用In-
TouchSM监控和通信软件的新型
IND570汽车衡显示仪的测试站点
时，业主认为这是一次很有帮助的
升级。“我们喜欢这种可即时获得
关于汽车衡反馈的想法。”他说。 

如今，只要在本地检测到警报情
况，梅特勒-托利多的远程服务中
心便会立即收到信息。通常响应
十分快速，以至于本地服务技术
人员会在公司司磅员之前得知他

们手头的潜在故障事件。

一个潜在损失巨大的示例
安装新一代的汽车衡仪表和启用
InTouch服务使公司受益匪浅。
当出现发生数次雷击的严重风暴
时，IND570开始发送一条“低激励
电压”警告，提示雷击有可能造成
一起故障事件。
向梅特勒-托利多发送电子邮件警
报
远程服务团队发起诊断干预，并随

后打电话给本地服务技术人员。本
地服务技术人员在30分钟内到达
现场。“在我查看之后，我回到了车
间并带来一台老型号IND560仪表
供他们临时使用，”这名技术人员
说。“IND570太新了，以至于我手
头没有备用主板。
我收到了连夜发送的新部件，并在
第二天进行了安装。”他说。
InTouch是快速诊断和维修的根

本。在看到软件的效用后，该服务
技术人员感觉到InTouch有能力将
有可能对准确性和正常运行产生
影响的问题主动告知服务人员，这
将会使更多的客户受益。 

“发现问题所用的等待时间越短，
整体来看越有利。”他说。

 www.mt.com/service

远程服务帮助一家美国废品回收公司发现了一项
严重的称重错误，及时地保护了公司收入。

通过先进的技术避免停机
远程秤服务  

车
辆

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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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任何现有的地磅均可使用新POWERCELL称重传感器翻新。 

一家大型工业化学生产企业设有
多家分厂，利用汽车衡与轨道衡运
输原料和成品。车辆称重系统负
责检查对罐车的填装是否得当，以
确保在商业交易和库存管理时使
用准确值。在出现准确性与可靠性
问题后，该公司对多家工厂内的车
辆衡进行了升级，全部采用POW-
ERCELL® PDX®技术。

升级收益
该化学生产企业的一家生产厂采
用的是其他制造商生产的汽车衡，
内含带有接线盒的模拟称重传感
器系统。结果该生产厂每两个月便
会给维护部门打电话，要求上门解
决汽车衡出现的问题。由于急需
提高可靠性，于是客户向当地的梅
特勒-托利多工业服务团队进行了
咨询。尽管这台汽车衡不是由梅特
勒-托利多生产的，但是服务团队
为其安装了先进的POWERCELL 

PDX称重传感器，对汽车衡的称重
组件进行了升级。客户对于升级结
果表示满意，发现与服务以及准确
性相关的问题明显减少。
多种升级选件 厂长意识到，可靠
性与准确性的提高有可能为采用
旧式机械杠杆轨道衡对轨道罐车
称重的另外一家工厂带去收益。
由于这台轨道衡采用过时的杠杆
技术与破旧组件，因此经常出现故
障。在两台升级的汽车衡成功运

行之后，客户就轨道称重需求进行
了咨询。

独特的解决方案
团队对旧轨道衡进行了评估，认
定可将下方的大型机械组件换成
为90吨POWERCELL PDX称重
传感器定制的装置。同时还对已
有轨道衡台面上的轨道进行了更
换，这样客户只需花费新轨道衡少
量的费用即可获得几乎全新的性

能。面对如此高的性价比，客户决
定对轨道衡进行升级。

持久性结果
目前，客户多家工厂内的汽车衡与
轨道称重设备保持着相同的可靠
性与准确性。

POWERCELL PDX称重传感器
在全球范围内的苛刻应用中保持
着先进性能，每天都在不断证明着
自身价值。

 www.mt.com/upgradetopdx

  

当可靠性是考虑的主要问题时，那么购买一台经过认证的设备便是一种很有价值的做法。
一家工业化学公司对多家工厂内的数台车辆衡进行了升级，全部采用POWERCELL® 
PDX®技术。

汽车衡与轨道衡升级
提高衡器的可靠性与准确性 

车
辆

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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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dtext_AVG_bold 10/16pt A new weighing terminal combines convenient recipe 

and filling management with modern data-exchange capabilities. Automated monitor-

ing of weighing performance ensures compliance with process tolerances. A machine 

builder used its simple configuration capabilities to design a customized filling.

废弃物规定对处理生活垃圾、工业
废弃物、医疗垃圾等提出了要求。
对这些材料的收集、运送和分拣工
作难度极大。必须将可回收垃圾进
行回收，在正常的一天，平均每100
台车经过此地，罗谢尔处理厂会处
理大约60吨可回收材料。

独特的需求
B由于重量是分拣与回收中心所有
业务交易的基础，因此车辆称重
对于其运营至关重要。它还肩负着
采集可追溯性与放射性信息的重
要义务。工厂运营经理介绍说：“我
们希望拥有一种可在单一票据上
同时打印重量数据（毛重、净重与
皮重）和关于放射性信息的系统。

持久性结果 
可定制编程功能允许用户根据自
身需求定制系统，并可根据需要打
印所需信息。数据从称重终端直
接流向其他系统，以便进行全面分
析。这种精简系统对于罗谢尔处理
厂管理自身业务，以及不断为社区
提供重要服务起着不可或缺的作
用。

 www.mt.com/vehicle 

创新型解决方案
为了以 最 大 限 度 提 高 处 理 量
和效率的方式满足上述需求，
梅 特 勒 - 托 利 多 提 供了两台自
动 化（具 有 无 人 值 守 功 能）
IND9UO称重终端，与两台配有
POWERCELL®MTX®称重传感
器的18米长地磅相连。无人值守
型终端的使用，无需配备昼夜值
守的司磅员，从而增加了公司收
入。驾驶员使用门禁卡在终端上
自我识别，必要时可使用内置对
讲机。POWERCELL MTX称重
传感器通过1、2、3类、1和2分区以
及ATEX1、21、2、22区认证，是防
爆区域应用的理想之选。

METTLER TOLEDO 车辆案例研究集METTLER TOLEDO 车辆案例研究集

达到所需的效率与准确性 
在危险区域无人值守称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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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国罗谢尔市中心，卫生与废弃物链管理对每一件垃圾都很重视。梅特勒-托利多自动化
称重技术具有快速和准确的特点，可最大限度提高处理量。 

了解无人值守型解决方案如何为您的业务提供帮助
我们拥有多种无人值守型解决方案，其中必有一款适合您的业务。所有解决方案的相同之处？ 更好地实现您工厂卓
越运营。请访问以下链接，计算可能获得的投资 回报。

 www.mt.com/veh-unattended-r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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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靠性的重要性
在收割旺季，每天大约有400台卡
车进出粮库。
确保汽车衡在这段期间始终可靠
且准确运行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重
要。一座粮库由于采用了技术顶尖
的POWERCELL® PDX®称重传
感器系统，其预测性诊断功能成
功地帮助其避免了停机造成的严
重后果。

主动发送错误警报 司磅人员负责
管理分设在入口与出口的两台汽
车衡。由于在收割季节车流巨大，
因此当出库汽车衡出现细微误差
时是不会被发觉的。庆幸的是，
粮库的两台汽车衡均配备了具有
先进预测性诊断功能的POWER-
CELL® PDX®称重传感器。因此
当传感器1开始发送错误信号时，
会通过IND780终端进行传送，这
样会将警报直接发送到司磅人员
的手机上（这款称重传感器系统

的标准功能）。

避免汽车衡停机 
由于许多车辆在排队等候称重，因
此粮库无法承受全面停机造成的
后果。由于在传感器1出现错误时
系统会发出警报，因此司磅人员与
粮库操作人员立即查出了问题。据
两人回忆，这一端的汽车衡非常容
易积聚残渣。当车流增多时这种
现象格外明显，两人怀疑汽车衡下
方可能存在一定的障碍物。结果在
查看汽车衡下方后，果真发现了此
问题。受到泥土、溢漏谷物以及雨
天的影响，称重传感器已被卡住。
在电动清洗机的帮助下，称重传感
器周围的残渣得到了清除。汽车衡
再次正常运行，无需停机。对于自
己能够如此快速地修复故障，农场
如释重负。

与汽车衡保持连接
电子邮件警报避免了粮库出现代
价巨大的停机后果。毋庸置疑，如
果他们一直采用传统型模拟称重

传感器系统，则后果不堪设想。他
们可能不会发觉
问题，直到问题真正出现，并且在
发现问题后，有可能会要求汽车
衡完全停机，以手动诊断和确定
错误。交易结果不准确以及停机
造成的业务损失（更不用说高昂的
维护成本）会对粮库造成代价巨大
的后果。

通过POWERCELL® PDX®称重
传感器、IND780终端与网站的强
大组合，该粮库再也不必为汽车衡
的不准确性或意外停机而担心了

 www.mt.com/upgradetopdx

随着预测性诊断技术的进步，业主较以往更能够实时了解设备的状况。服务技术人员能够
随时随地地检查秤的性能，以防出现代价巨大的停机与维修后果。

提高运营洞察力 
使用预测性维护

METTLER TOLEDO 车辆案例研究集 METTLER TOLEDO 车辆案例研究集

车
辆

衡

了解数字称重传感器的优点The 

POWERCELL® PDX® / MTX是
GGD系列数字称重传感器中的一款，
可通过以下特点提升您的业务：
• 更高可靠性
• 更高准确性
• 更出色的连接功能
• 无接线盒（POWERCELL PDX）
• 获得公认的长久性

欲知更多信息，请前往：

  www.mt.com/powerc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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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mt.com/vehicle

继续教育
汽车衡知识库
下列文档是关于车辆称重等内容的继续教育资料来源。我们拥有广泛的产
品，可为每个行业和应用提供解决方案。了解汽车衡带给您的可能性，以
及查看在即将出台的称重计划中我们与您的合作方式。

汽车衡购买指南
执行简单易懂的分步程序为您的应用选择和实施正确型号
的汽车衡
 www.mt.com/truckscaleguide

称重模块系统手册
150页的文档是关于定制型汽车衡最翔实的指南。
 www.mt.com/ind-system-handbook

称重传感器升级指南
购买一台新汽车衡是一笔不菲的开支。升级后的称重传感
器系统也可成为解决方案。
 www.mt.com/veh-upgradeguide

白皮书： 称重模块的安全等级
本白皮书详细介绍了定制型汽车衡及其称重模块的相关安
全等级。
 www.mt.com/ind-wp-safety

防作弊指南
汽车衡作弊行为在世界各地日益猖獗。了解如何防止您的企
业不会受到汽车衡作弊的影响。
 www.mt.com/veh-fraud-prevention-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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