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业称重和产品检测 快讯化工行业

p. 10

维护如何确保最高质量的产品 

称重如何帮助生产出质量一次性
过关的涂料

利用平台秤解决生产五大难题

一台台秤可满足防爆区域的所有
需求

p. 2

p. 4

p. 8

设备对产品质量的影响 
为什么维护对于确保顺畅运营至关重要
资料表明，生产设备故障经常由于维护不当所致。随着工艺日趋自动化，最终产品的

质量越来越取决于能够发挥正常功能的设备。

这些条件造成的设备故障或性能下降不

被发觉，则有可能造成生产中断，从而

对生产效率和盈利能力产生不利影响。

明智的投资可收获回报

避免生产过程中设备发生故障的最有效

方式是什么？事实证明，购买具有实时

警报功能并且可对定期维护进行优先排

序的智能设备物有所值。此外，它还可

以始终保持顺畅运行，帮助您履行关于

提供高质量产品的承诺。

据化学工业统计，对设备维护不当是造

成生产过程出现技术故障，进而导致事

故或问题发生的主要原因。随着自动化

的加深，所有生产工序之间相互依赖，

因此允许出错的机会越来越少。正确维

护设备变得至关重要。

造成故障的根本原因

由于化学操作过程中使用的设备通常需

要经受极为恶劣的条件，因此难以确保

正常运行和准确性。这些条件包括经常

性过载、腐蚀性材料以及洪水等。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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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mt.com/XXX

在设计时将质量融入到称 
重过程中

选择正确的电子秤对于确保产品

质量至关重要。Good Weighing 
PracticeTM (GWP®) Recommen-
dation 考虑到您的过程需求，并
且将设备选择过程记录在案，以

展现您的设备具有适用性。我们

的电子秤具有出色的防水与防腐

蚀性，不仅持久耐用而且性能卓

越，同时我们的最新型平台秤与

罐秤具有实时监控功能。

 ` www.mt.com/GWP

在使用过程中确保性能

GWP® Verification 可检验正在
使用的电子秤的性能，并且可

对如何以及应当多久进行一次

校准与测试提供明确建议。此

外，在制定符合质量与法规要

求的称重标准操作程序方面，

它还提供可随时通过审核的文

件记录与支持，并且可提高操

作效率。

 ` www.mt.com/GWP-verification

动态称重，喷码与条形码验证

选择适合于包装喷码、条形码

扫描与验证的设备可简化生产

线末端操作，可确保最高的产

品质量与产量。我们的称重电

子监管与 Track & Trace 解决方
案即使在最为苛刻的化学包装

环境中依然可靠运行，可确保

稳健与持续运营。

 ` www.mt.com/productinspection

利用健康检查服务确保性能

梅特勒-托利多的健康检查与防
爆检查服务可检测到通常不易

发现的称重设备问题。由我们

接受过严格培训的技术人员在

安全与防爆区域内进行定期检

测，有助于避免意外停机和确

保安全的工作环境。

 ` www.mt.com/ind-ex-service

确保安全的安装与操作认证 
我们的 IPac 安装包中包括适用
于防爆区域的专门区域，可验

证设备是否符合设计与用户要

求。从初装与配置，到提供关

于使用方法的培训指导，通过

认证的技术人员可提供一整套

服务。不论是在安全区域还是

危险区域，这可确保设备自始

至终正确运行。

 ` www.mt.com/IPac

使用可追溯的测试砝码校准

使用经过检定的测试砝码进行

重新校准，可确保称重系统正

常运行以及符合最严格的法规

要求。我们经过严格培训的专

家提供有据可查的服务，可帮

助证明您的过程得到掌控并且

符合适用的全球法规要求。

 ` www.mt.com/service

第 1 步
选择与设计设备

第 3 步  
认证

第 4 步  
检测

第 2 步  
安装

第 5 步 
校准与测试

电子手册：建立安全工作场所的 4 个步骤
如何确保防爆区域内安全、合规与高效的称

重过程。 

www.mt.com/ind-ex-lifecycle

4 Steps to a Safe Workplace
Scales in Hazardous Area

确保质量与安全性的 5 个步骤
确保可靠操作

可靠与适用的设备、关于在防爆区域内设置与检测的文件记录，以及标准化性能验证活动，

这些是确保可靠的化学生产过程的关键要素。产品质量低下会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因此，

对必要的维护进行投入物有所值。了解上述 5 个步骤如何帮助保持您的过程与成本始终得
到掌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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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到位的涂料生产
提高质量、生产效率和安全性

中国一家领先的涂料与涂层生产企业采用经过认证可在防爆区域内使用的料罐称重系统取代流量仪，用于

控制其批次投料过程。结果喜人。由于加料准确性的提高，使得批次质量得到改善，从而节省了大量费用。

此外，由于维护过程简化且高效，因此不断节省成本与时间。

料罐称重改进涂料生产过程 
在将称重融于一体之前，这家领先的涂料与涂层生产企业为了确保准确的配色，经常需要大范围批次返

工。40 多个料罐配备了 MultiMountTM 称重模块与 IND570xx 终端，通过控制阀门确保更准确加样。由于 
IND570xx 采用直观界面，因此便于操作人员按说明操作，既减少了错误次数又提高了总体效率。通过更
高的准确性、操作效率以及安全性实现了批次投料过程改进。

加料准确性提高

当采用流量计控制加料时，难以达到要求的准确度自从安装了 MultiMountTM 
称重模块与 IND570xx 终端，这家企业实现了更加一致与准确的加料，从而
确保一步到位的涂料质量。

一步到位的产品质量减少了返工次数

由于流量仪提供的结果断断续续，因此为了产生准确的色度，需要对批次

返工，有时甚至返工数次。由于称重可实现更加准确的加料，因此只需生

产一次便可实现准确的配色。由于避免了之前所需的返工，因此节省了大

量成本，从而增加了企业的利润。

简化的校准过程延长运行时间

为了确保可重现的涂料质量，必须按照既定的校准计划对测量设备进行严

密监控。与流量仪相比，称重模块的校准过程既简单又快速，因此令客户

感到惊喜。生产设备的运行时间得到了很大程度延长，从而帮助了优化生

产过程与节省成本。

更安全的过程与防爆区域准确性 
以往，在维护期间操作流量仪不仅容易与危险材料发生接触，而且需要对工

作人员进行专业培训和证明符合关于 2/22 区的标准。新系统避免了接触风
险。MultiMountTM 称重模块与 IND 570xx 终端经过认证，符合 IECEx、ATEX、FM 以
及 NEPSI 关于 2/22 区的标准。这既可确保卓越的功能，又可确保极高的操作安
全性。

配料
过程结果
通过数字证明

15% 
加样准确性更高， 
从而改进质量

$$$ 
一步到位的批次节省成本

2x 
校准速度更快， 
从而延长运行时间

零 
避免出现危险材料或 

认证问题

在新料罐称重系统的帮助下，我们
提高了产品质量和减少了返工次
数，同时确保了在防爆区域内的安
全性。

经过认证可在防爆区域内使用的 IND570xx 
终端 
一款采用易于配置的软件与离散型 I/O 的先进终端可在 2/22 区或 
2 分区易爆环境准确控制加样操作。

 ` www.mt.com/IND5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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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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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lect+ 可集中分析数据
收集和查看各种设备（例如：秤终端与其他传感器）提供的来自于工

厂任何位置的过程数据。为电脑、平板电脑与移动设备提供多种控制

面板查看选项。这允许您与非现场同事共享网络链接，使他们实时访

问报告。

 ` www.mt.com/CollectPlus

Data+ 实现快速与轻松数据交换
使用 Data+ 可在不同电脑与称重终端之间轻松与快速跟踪、导入、导
出和编辑数据。将不再需要在终端上直接进行耗时的手动配方管理与

数据库内容处理。Data+ 可简化对多达 30000 件商品的管理，以支持
多种称重应用。

 ` www.mt.com/DataPlus

边缘运输网关改进连接性能
OPC UA 和 MQTT 是针对基于 ERP 或云服务的、时间要求不高的数据而
设定的新的通信标准。我们的边缘运算网关为将现有台秤、案秤与平

台秤升级至现代通信技术提供了 OPC UA 与 MQTT 连接功能。

 ` www.mt.com/ind-cloud-gateways

ProdX 采集产品检测数据
ProdX 是一个种基于 PC 的客户端服务器解决方案，用于监控和管理梅
特勒-托利多产品检测设备采集的数据。它支持严格的质量控制方案、
满足合规需求、最大限度地优化过程和简化生产线运行。

 ` www.mt.com/ProdX

有效管理数据的工具
轻松连接、交换与分析

测量设备生成的数据可成为提高效率和延长运行时间的基础。如果您依然在使用人工和书面

方式处理数据相关过程，那么您可能已经落伍了。现代化界面与数据管理系统可帮助您挖掘

系统的最大潜力。这里介绍四种使用简单且经济有效的工具，它们可帮助您最充分利用称重

与产品检测解决方案提供的信息。

集成称重过程数据

了解如何将称重过程数据传输至更高级别的

云、MES 或 ERP 系统。 

www.mt.com/ind-weight-to-cloud

Contents
1  Defining Data Integration Challenges

2  Determining Data Integration Objectives

3 Assessing Data Integration Routes

4 Suggesting Best Practices

5 Troubleshooting Communications

6 Summary

7 Additional Resources

Efficient transfer of weighing process data to higher level MES or ERP systems can help 
make manufacturing processes more transparent. 

Increased transparency can improve asset use, reduce 
operating costs, and make complying with certification 
standards or industrial regulations easier. However, 
identifying and implementing the most effective system 
for data collection and integration can be challenging, 
especially in a legacy manufacturing operation.

This paper explores weighing process integration  
challenges and provides points to consider when  
defining operating boundaries and data objectives. 
Weighing and communication solutions are more  
likely to meet objectives and produce measurable  
ROI when these points are taken into account.

Integrating Process Data
from Industrial Weig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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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设备受到腐蚀 

防腐蚀平台秤

许多化学品具有更强的腐蚀性，可降低设备的

性能或者影响其功能。梅特勒-托利多平台秤可
达到最高的防腐蚀与耐久性标准。

 ` www.mt.com/PFA779lift

未发现的故障造成 
批次返工

PowerDeck 平台秤
传统型平台秤往往准确性较低，并且难以检测到

损坏或用户错误。PowerDeck 具有诊断功能、可
提供用户指南并且结构坚固，可帮助操作人员避

免对总体质量产生影响的生产问题。

 ` www.mt.com/PowerDeck

5 种常见的生产难题
我们的平台秤可起到的帮助作用

确保化学生产过程始终顺畅运行会一直成为令人棘手的问题。我们的平台秤系列中的新

增产品不仅可帮助减少一些最常见的难题，而且可确保称重过程达到所需的准确性与多

功能性。

防爆区域内的安全性 
与准确性

经过认证适用于防爆区域的平台秤

许多化学原料或配方在防爆区域内制成，这需

要极高的精确度。我们的平台秤按照所有的国

际与许多的当地防爆区域标准进行认证，并且

具有与安全区域型号相同的功能。

 ` www.mt.com/PFK9

低效的工作流程与 
绊倒风险

无线平台秤

绊倒是造成生产厂工作人员受伤的最主要原

因。我们的新无线平台秤可解决此问题，并且

为配置生产车间布局提供了新的自由度，可最

大限度提高效率和减少成本。

 ` www.mt.com/ind-cable-free-floor-scale

按照生产车间的空间 
要求安装设备

多功能平台秤

生产车间的空间狭小，而变换布局或改变房间

用途会影响到生产。我们提供一系列可满足您

当前的生产需求，并且具有满足未来需求的灵

活性的可靠、精确以及坚固的平台秤。

 ` www.mt.com/floor_scales

1

2 3

4

5

解
决
常
见
的
生
产
难
题

8 9梅特勒-托利多 化工行业快讯 11 梅特勒-托利多 化工行业快讯 11



精确且符合人体工程学的解决方案

ICS426x 秤
ICS426x 具有许多不同的安装方式并且设计紧凑，因此
可灵活优化您的工作流程。直观的用户界面可确保以最

高的精确度快速、安全地处理简单的称重和手动灌装 
操作。

 ` www.mt.com/ICS426x

精确且用途广泛的解决方案

ICS466x 秤
ICS466x 秤用途广泛且功能性强，可以最高的精确度满足
基本称重、超/欠检重与灌装应用需求。通信接口可实现
与现有的生产过程轻松集成。

 ` www.mt.com/ICS466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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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mt.com/XXX

提高防爆区域的效率
多功能与安全的台秤

防爆区域内的工作流程必须安全与合规，并且可满足不同的功能需求。BBA256x、
ICS426x 与 ICS466x 秤经过设计可在存在爆炸性气体或粉尘的环境中安全运行，并且符
合防爆区域法规要求，例如：ATEX、FM、IECEx 关于 1/21 区的标准要求。

开箱即用的经济型解决方案

BBA256x 秤
对 BBA256x 以及我们的内部电源进行预先配置可使现场
安装既简单又快速。此外，这款秤持久耐用并且易于清

洁，因此可延长运行时间和节省成本。

 ` www.mt.com/BBA256x

设备标记海报

轻松识别防爆区域内设备的标记与 
保护方法。 

www.mt.com/ind-haz-po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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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工作场所的安全性
更新您对于防爆区域的专业知识

我们新的防爆合规门户网站提供许多的工具与资源，可帮助您在具有爆

炸潜在危险的区域内高效称重。为您提供的各种资源包括指南、视频、

白皮书与网上技术交流讲座。

访问门户网站，了解可帮助您掌握下列知识的信息：

• 如何选择合适您风险级别的设备
• 如何轻松符合全球防爆法规
• 如何配置安全和防爆区域内的称重设备，以确保最高生
产效率

• 如何按照 IEC 60079-17 标准维护与检测设备

 `www.mt.com/ind-hazardous-compliance
将您的知识提升至新的水平！

The Ultimate Resource for Hazardous Area Competence

Safety is crucial when operating in potentially explosive environments. This portal 
provides an overview of relevant standards and regulations for weighing devices in 
classified hazardous areas and offers a range of knowledge tools such as white papers, 
guides and webinars that can help you comply with more easily and efficiently.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
获取赢得一块 Apple Watch 的机会！

如想参加快速调查，请访问：

www.mt.com/ind-survey-2019-cn 

您的心声
关系重大

www.mt.com/ind-chemical
梅特勒-托利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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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验室/过程分析/产品检测设备
地址：上海市桂平路589号
邮编：200233
电话：021-64850435
传真：021-64853351
E-mail: ad@m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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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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