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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轮的自动化即将到来。不断变化的零售商要求、市场增长和不断增长的消费者产品

多样性需求为制造商带来了新的压力。通过效率提升和自动化来提高生产率，以帮助食

品制造商在充满挑战的市场中脱颖而出。

制造商投资于自动化
将处理量增加 14%

失去对过程和产品整体质量的控

制。此外，某些食品包装领域难以

实现自动化。

行业面临的挑战

FE 调查还发现了其他生产率提升
障碍，包括： 
• 低设备整体有效性 (OEE) 
• 过程控制和数据收集问题 
• 糟糕或有限的车间空间。

自动化程度的提高正在改变包装

和加工食品行业的生产经营。在

食品工程 (FE) 最近进行的在线调
查中，受访者认为自动化在不久的

将来是制造业的最大趋势，只有

通过提高自动化程度才能帮助他

们增加处理量。

总的来说，71% 的受访者对前景抱
乐观态度，他们认为，在未来的一

年，其位置的总吞吐量将比 2014 年
平均增加 14%。

采用缓慢 
由于需要符合严格的标准与法规，

制造商普遍担心自动化可能导致

工业称重和产品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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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出正确的选择

选择最佳称重和检测解决方案可

显著提升过程自动化。梅特勒-托
利多可支持您分析过程和选择正

确的解决方案，以便提高生产率

和效率。

 www.mt.com/pi-pp

改变态度

态度的转变引起了制造商对自动

化的新关注，他们正在寻求改进称

重和检测过程的机会，以便提高生

产效率、处理速率和效率。

提高 OEE
审查过程和安装新设备可显著提

高整体有效性。梅特勒-托利多称
重和检测解决方案有助于提高产

品的整体质量并实现更高水平的

设备可用性与性能。这些因素是用

于计算 OEE 的关键指标。

全自动称重

在许多食品工厂中，存在全自动称

重和检测过程的余地。动态检重

秤可集成到生产线中，并能够高速

对包装产品进行称重。可自动剔除

不合格产品，而无需停止生产线。

支持一体化金属检测、X 射线或视
觉检测技术的组合系统也可以在

单一装置中同时检测物理污染物

和检查包装与标签完整性，而只

需最小的车间空间。

一体化数据采集

通过使用先进的过程监控和数据

收集软件解决方案，可保持对自动

化过程的完全控制。梅特勒-托利
多的 ProdX Inspect、FreeWeigh.net® 和 
Collect+™ 软件包使食品加工企业
能够进一步从自动化中获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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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称重

动态检重秤可自动检查每个项目

和确保包装重量的一致性。

 www.mt.com/garvens-pp

一体化数据采集

ProdX Inspect 软件可简化产品检
测设备的过程数据收集，以便提

高生产率和支持合规性。

 www.mt.com/prodx-pp

新的工业称重目录  
在我们的完整产品系列中 
找到您需要的解决方案   

 www.mt.com/ind-catalog-pp



梅特勒-托利多  加工和包装食品行业快讯 23 

提高罐装处理量 
称重速度更快 

通过将自动化称重过程加速到卓越的 600Hz，可将罐装加速 10 倍。新款紧凑型称重变送器

支持与 PLC 的完全连接，并能在罐装和配料过程中实现更高的处理量和盈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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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 ACT350 称重变送器每秒可提
供 600 个过滤重量值，便于根据 
OIML 和 NTEP 标准快速实施精度达 
10,000 的称重过程。这样能够实现
快速且精确的灌装、分选和批次

投料流程，以便提高产能和效益。

自动化设计

ACT350 可专门用于自动化操作。通
过以太网/IP、ProfiNet® 或 Profibus® 
的现场总线连接集成在紧凑型 
DIN 导轨安装装置中。ACT350 完全
支持与设备描述文件的集成，使安

装快速而简单。

快速诊断 
集成的显示屏显示重量值。可使

用相同的显示屏与小键盘结合获

得状态信息，而无需任何额外的

软件工具或远程显示屏。

灵活校准

ACT350 支持使用校验砝码进行精
确校准。如果无法在校准期间放

置校验砝码，则也支持 CalFree™ 
校准。

 www.mt.com/act350-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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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能提升 30%
在高速条件下确保精确度和一致性

随着竞争的加剧和成本压力的增加，加工和包装食品生产商对运营进行了评估，以便提高

效率。动态检重可消除潜在生产瓶颈。

制造商现在正将劳动密集型静态

抽样检查替换成使用动态检重秤

的 100% 全自动在线质量检查。这
可以提高生产效率、降低劳动力需

求，并使操作人员能够将精力放在

其他生产任务上。

加工食品生产线和包装线的自动

化只是获得竞争优势的关键要素

之一。借助易于清洁和维护的检重

解决方案来改进称重精度，可最大

限度地缩短停机时间，从而能够

提高整体效率和增加产量。

梅特勒-托利多的新款 C 系列动态

检重秤专为满足食品加工企业的

要求而设计。

自动称重

通过确保每个包装均在含量目标

范围内，可确保度量衡的合规性

并最大程度减少浪费。有远见的

4

C31 StandardLine
C31 是适合日常称重任务的可靠
选择。检重秤可确保高称重精度

和无缺陷的产品流，避免停机。

C35 AdvancedLine
C35 具有出色的称重性能，专为
所有生产环境而设计。它可以配

置，以确保为任何具有挑战性的

应用提供通用解决方案。

C33 PlusLine
C33 是一流的解决方案。检重秤
采用坚固的设计，具有高称重性

能和处理量，是日常生产例行工

作的理想解决方案。

检
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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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生产线速度

下一代的检重秤可以更高的速度

执行在线称重。在许多情况下，相

比市场上现有的系统，可将生产

速度提高 30% 以上。快速设置和简
化的产品更换也有助于提高过程

效率。同时，产品处理改进也可以

确保在不停止生产线的前提下剔

除不合格产品。采用坚固的设计，

并最大限度地减少了水平面，以便

轻松、彻底地进行冲洗。

提高了产量

先进的称重传感器技术可实现更

高的称重精度，以便确保包装一 
致性。

通过使用先进的反馈控制技术可

对罐装量进行控制，该技术可实

时动态调节罐装设备，以便减少昂

贵的浪费和提高产量，同时确保达

到目标重量。

检重技术也可以与其他检测技术 
（包括金属检测、X 射线和视觉检
测）相结合，以构建可同时为消费

者和生产率提供保障的全面产品

检测解决方案。

 www.mt.com/checkweighing-pp

选择正确的解决方案

查看完整的检重秤产品系列，并查明

哪一解决方案最适合您的应用。

 
下载我们的指南：

 www.mt.com/c-series-pi-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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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止过量灌装
通过严格的过程控制来缩减成本

当每天生产数以百万计的产品时，过程控制势在必行。一家德国巧克力条制造商通过利用

技术来优化加料过程，从而实现了稳步增长并大幅缩减了成本。

其目标为优化装料，以避免装料不

足并最大限度地减少过量装料。

在将巧克力条从模型中压出后，

立即对方形巧克力条进行检查。

操作员以预定义时间间隔从传送

带上取样。在梅特勒-托利多台秤
上对这些样品进行检查，并通过 
FreeWeigh.Net® 存储和管理数据。鉴

Ritter Sport 每天可生产 300 多万个
巧克力条，是德国最大的巧克力

品牌。这一家族公司因出口到 100 
多个国家的方形巧克力条而广为

人知。沿多条生产线上的各个控

制点执行净含量和异物控制，以

维持使其成为全球最爱的高质量

标准。

减少装料过满的两种方法 
公司使用两种方法来检查净含

量。方形巧克力条通过手动方式

进行检查，但特殊的袋装产品

通过自动检重秤进行检查。通过 
FreeWeigh.Net® 统计质量和过程控
制软件收集所有检重秤的数据并

进行评估。

6

快速响应偏差

快速响应任何偏差并最大限度

减少停机时间。

• 通过电子邮件或 SMS 在任何
地方获得即时通知。

• 从趋势分析功能获益，以便检
测出允差违规量和最大限度

减少过程中断。

各种质量控制数据

通过收集特性数据或将目视检查

结果添加到数据库来控制全面的

质量数据。

通过测试来确保包装质量：

• 有效期
• 标签打印质量
• 水分数据 

无扩展限制 
随时以最少的投入扩展质量控

制装备。

• 轻松集成第三方设备。
• 从紧凑式单站扩展为联网 
系统。

• 通过 PC 或通过生产终端触
摸屏监控您的结果。

统
计
质
量
控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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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每天要生产 300 多万个巧克力
棒，仅将过量装料量减少 1 克，便
可以在每天为公司节省约 3 吨的
原材料。

借助 FreeWeigh.Net®，可在生产点和
通过远程 PC 或移动设备监控所有
结果。当遇到工艺偏差时，操作人

员可立即获得通知，并能遵照屏

幕上所提供的说明做出调整。这

样就能够实现快速干预并降低额

外的过量装料成本。

优化净含量控制

当向多个不同的国家出口时，遵

守各种净含量要求可能具有挑战

性。FreeWeigh.Net 的集成允差系统
为 Ritter Sport 遵守国内外净含量

法规与全球食品标准提供支持。

控制软件有助于根据地方要求优

化装料量。

随生产需要扩展

各种标准设备和专业仪器可与 
FreeWeigh.Net® 一同运行。检重秤、
金属检测机和其他仪器可链接和

集成到单个质量报告系统中。

Ritter Sport 对 FreeWeigh.Net 的易于
集成性和能够随生产需要而扩展

感到满意。公司管理层相信梅特

勒-托利多产品将继续成为 Ritter 
Sport 在将来运营中不可或缺的一
部分。

 www.mt.com/FreeWeigh-pp

最大程度减少过量灌装

观看该视频以了解 FreeWeigh.Net 如
何减少装料过量和确保符合净含量控

制的法律规定。

 
观看视频：

 www.mt.com/FreeWeigh-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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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化的超越系列滴定仪 
根据您的需求量身定制

新一代超越系列滴定仪采用业已成熟的模块化概念，增加了多种

分析功能，可自动进行钠含量分析和库仑法卡尔费休水分滴定。超

越系列滴定仪可以自动传送数据，它的高分辨率触摸屏让操作更直

观，从而加快了日常分析工作的速度。只需 OneClick™ 一键即可启

动分析，并获得可靠的分析结果。

直接钠含量分析

新超越系列滴定仪内置了用于直

接钠含量分析的标准加入技术。

可在一个完整的样品系列中自动

执行直接的钠含量分析。

卡尔费休模块

所有型号的超越系列滴定仪均可

执行库仑法 KF 滴定。全新的库
仑法模块改进了溴指数测定，并

且无需额外的工作台空间。 

 www.mt.com/titration-pp

安全的常规操作 
StatusLight™ 的声光作用通过视
觉和声响信号，支持日常操作。无

论身处实验室内的什么位置，均

能随时掌控滴定工作！  

产
品
亮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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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kul 是印度的一个知名奶制品
品牌，生产各种典型的印度特

色食品，如  dahi、la ssi、paneer、 
shrikhand 等。Gokul 的高质量奶制
品非常受印度市场的欢迎。

安全牛奶的钠含量测定

梅特勒-托利多与 Kolhapur 生产厂
质量控制经理 S.P. Samudre 先生会
面时，他强调了 Gokul 奶制品中钠
含量测定的重要性：

“钠含量测定是我们日常检测中

最重要的参数之一。通过测量牛

奶中的钠含量，我们可以控制掺

假情况，因为有时会在过期牛奶

中加入某些类型的碱，以降低酸

度值。钠含量测定可以识别此类

掺假情况。”

到现在为止，原料奶的钠含量都

是使用比色法进行定量测定的。 
Gokul 一直在寻求一种更快速、更
令人满意的方法，后来决定尝试

一下梅特勒-托利多的钠含量测定
仪，用来测量所有奶制品的钠含

量和就地清洁系统 (CIP) 中使用的
碱性残留物。S.P. Samudre 先生对使
用梅特勒-托利多钠含量测定仪给
予了正面评价：

“现在我们使用梅特勒-托利多钠
含量测定仪平均每天测量 40 种样
品。这种测定仪设置简便、结果可

靠，还有带有直观用户界面的触

摸屏，我们十分喜爱。”

 www.mt.com/sodium-determination-pp

牛奶和奶制品中
快速可靠的钠含量测定

消费者经常会研究预包装食品的营养标签，作为控制其食谱中某些食品摄入量的方式，如

盐的摄入量。Gokul 是一家印度奶制品公司，它解释了其产品中钠含量测定的重要性。

用于印度奶制品公司 Gokul 产品钠含量测定的梅特勒-托利多 EasyPlus™ 分析仪

了解更多钠含量  
测定技术相关信息

请点击下面的链接，了解钠含量测定

技术的详细信息，其中包括应用手

册、标准加入法海报和滴定网上技术

交流讲座的链接。

请访问以下网址了解我们的钠含量 
测定应用手册： 
 www.mt.com/sodium-determination-pp

Health Risks of Sodium Intake
Too much sodium increases your risks for high 
blood pressure, and high blood pressure is the 
leading cause of heart attack and stroke.

Health risk factor in EU#1

80% 58%
Results from an Amerian Heart Association survey 
of 1.000 U.S. adults in November 2013.*

*Mattes and Donnelly, J Am Coll Nutr. 1991; 10:383-393

Exceed the recommended daily 
upper intake of sodium.

On average American adults eat more than 3400 mg
of sodium daily - more than double the American  
Heart Associaton‘s recommended limit of 1500mg.

1500 mg 3400 mg 

Increasing demand for sodium content determination 
and declaration for Food & Beverage industry

Code of Federal 
Regulations

Labeling regulations require sodium content 
claims on food and beverage products.

European Commission Health and 
Consumer Directorate-General

Nutritional elements with importance to public 
health, such as saturated fat, sugars or sodium, 
are mandatory  nutrition information.

Regulations aim for respect that final consumer 
easily understands the information provided on 
the labeling.

Standard Addition Ion Selective Electrode (ISE) Atomic Absorption 
Spectrometry Ion Chromatography (IC) Thermometric Titration

Minimal user skills Minimal user skills Advanced user skills Advanced user skills Advanced user skills

Low investment High investment High investment High investment High investment

No external calibration External calibration External calibration External calibration External standarization

Fast preparation & analysis Fast preparation & analysis Long preparation & analysis Long preparation & analysis Fast preparation & analysis

What Technique is Best for 
Sodium Determination?

 www.mt.com/sodium-determination

METTLER TOLEDO Standard Addition stands for:

Efficient and Secure
Titration Excellence

Simple and Accurate
Sodium Analyzer

Processed and  
restaurant foods

77%

 

 

 

 

Naturally
occuring

12%

Added
while eating

6%

Added
while cooking5%

Processed and  
restaurant foods

77%

EU-Regulation 1169/2011

USA Federal Regulation, 21 CFR PART 101.61, 
revised April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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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 X33 X 射线系统检查加工过的即食食品

无可挑剔的质量
新一代的 X 射线加强了保护

X

8 年前，美国一家大型的卤汁面条即食食品制造商在生产线试验中出现过多错误剔除后放

弃了对 X 射线检测设备的投资计划。该公司最近重新审视了这项技术。这些年以来所取得

的进步现在能够改进其生产。

梅特勒-托利多能够提供必要的支
持。“与我们合作的工程师见多识

广。他安装并设置了设备，然后对

我们的团队进行了培训。如果我

们遇到任何问题，他可以在现场快

速帮我们排除故障并恢复运行，这

一点很好。”

下一代解决方案

Zinetti 安装了 X33 X 射线检测系统。
新的 X33 系列采用新型 20 瓦 X 射
线发生器，相比以前的 100 瓦发生
器，可显著降低功耗，同时维持高

检测灵敏度。

类似于其他 X 系列型号，X33 具有
出色的检测灵敏度，可识别金属、

玻璃、钙化骨头、矿石和其他致密

材料，从而能够从生产线上剔除

被污染的产品。它还可以测量用

于分量控制的毛重、检查包装缺

陷和包装密封完整性。

Zinetti Food Products 坚定不移地致力
于生产最高质量的产品。为帮助确

保食品安全，Zinetti 最近安装了梅
特勒-托利多的新型 X33 X 射线检
测系统。

“几年前，我们一开始也寻求过 X 
射线系统，”Zinetti Foods 的维护经
理 Ash Engele 说。“在 2008 年，我
们甚至在试运行的基础上安装了

一台设备，但错误剔除率很高，我

们认定该设备不适合我们。当时，

我们发现 X 射线检测可能更适合
比我们的产品更同质化的产品。”

克服局限性 
Zinetti 所经历的 X 射线的局限性
在最近已被克服。X 射线检测系统
以及用于支持这项技术的软件的

进步让 X 射线在成为食品行业产
品检测的主流的道路上取得了巨

大飞跃。

“去年，我们决定重新考虑 X 射
线解决方案，”Engele 说。“我与
梅特勒-托利多沟通过，他们说其
系统可轻松处理我们的产品。但

是，鉴于我们以往的经验，我们希

望供应商可以通过本地技术人员

为我们提供支持。”

10

射
线
检
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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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是关键

“我们依靠外部供应商来供应原

料。污染在所难免。X 射线系统为
我们提供了另一层保护。随着我

们的扩展，风险随产量增加。X 射
线检测是确保食品安全的另一步。

它让我们及我们的零售商客户相

信，我们能够维持最高产品质量标

准”Engele 总结到。

 www.mt.com/safeline-xray-pp 

不仅仅是污染物检测

X 射线检测系统可用作任何食品安
全计划中的污染物检测机。它也可 
用于：

• 精确称重
• 包装完整性 
• 含量检查
• 填充水平控制

如需有关 X 射线技术可为您的生产过
程带来的优势的更多信息，请下载我

们的白皮书：

 www.mt.com/xray-integ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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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ray Inspection
More Than Just Contamination Detection

Contents

1  Why Use X-rays to Inspect Products?

2 How Does X-ray Inspection Work?

3 X-ray Inspection Sees What You Can’t See

3.1 Measurement of Product Length, Width, Area,

          and Volume

3.2 Identification of Missing or Broken Items

3.2.1 Detection of Damaged Products  

3.2.2 Detection of Missing Products

3.2.3 Insert Inspection

3.3 Measuring Mass and Monitoring Fill Levels

3.4 Product-in-Seal Inspection

4 Conclusion: No Shocks or Surprises

检测所有污染物

X 射线技术可用于检测多种物
理污染物，包括：

• 玻璃
• 金属
• 矿石
• 高密度塑料
• 钙化骨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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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Com Industrial

校准和验证
是否符合最新 ISO 修订版？

最新的标准和 ISO 法规的变化再一次增加了食品制造商所需的努力。两个
新的网上技术交流讲座可帮助加工和包装食品制造商优化服务访问和遵守

最新的法规。

通过服务降低不合规 
风险的七种简单方法

该全新的技术交流讲座重点介绍

了七大服务支持要素，这更有利

于食品生产商遵守最新的食品安

全标准和法规。

 www.mt.com/pi-service-webinar-pp

通过基于风险的分析 
降低校准成本

该 15 分钟的网上技术交流讲座
详细介绍了获得 ISO 认证的公司
如何根据最新的 ISO 9001 修订
版通过执行基于风险的分析来优

化校准工作。

 www.mt.com/ind-iso9001-pp

新的工业称重目
录

 www.mt.com/ind-catalog-pp

免费下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