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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室稱重儀器 
自動滴定儀/ 分光光度計 
熱分析儀器
自動化學合成分析儀 
酸鹼度計 
工業稱重/  系統稱重
重量檢測/ 視覺檢測 
金屬檢測/  X光檢測
線上水質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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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的測量、分析、檢測方案
提供客戶各個環節的服務

研發實驗室

我們精確的儀器是全球研發與

品質管制實驗室的基礎。

高效稱量解決方案是可靠的研

發成果的基石；移液器是生命

科學研究中的重要工具；熱分

析儀器協助您改善材料及其熱

行為；自動化化學解決方案加

速新化合物的研發。

品質管制實驗室

品質管制有賴於快速精確的

分析測量，以及良好的資料管

理。

我們的分析天平、滴定儀、pH 

計、密度計、折光率儀、熔點儀

和移液器均可根據客戶的不同

應用需求做相應設置，並且為

每個品質管制實驗室的工作流

程提供完整記錄。

製程

我們的感測器用於檢測重要液

體分析參數，例如 pH 和溶氧

量、電導率及總有機碳，始終

確保製藥、生物技術和其他行

業客戶獲得可靠的產品品質，

並符合法規標準。

我們的傳輸器和電導率可採集

數據，並能有效靈活地將其整

合於控制系統。

METTLER TOLEDO 專注於提供各種測量儀器和設備，我們的解
決方案涵蓋不同工業領域，從研發、品質管制、製程監控、製造
生產、包裝檢測，一直到物流和零售，METTLER TOLEDO 始終是
客戶的最佳選擇。

我們多樣的儀器和設備，實現最高品質的測量結果，保證提供

物流

我們的車輛地磅系統提供最高

級別的準確性，借助獨特的設計

和遠端診斷能力，可以預防意外

停機。

為快遞公司訂製的移動稱重、體

積測量及識別軟體，能夠提高處

理量，並提供減少錯誤測量造成

的損失。

製造生產

我們提供型號和規格齊全的工

業秤，以及可以控制並監測製

造過程的終端機和軟體。

專為配方、計件和很多其他應

用打造的專業解決方案，幫助

您提高產量、降低誤差。

包裝

產品檢測解決方案幫助您保護

產品的品質、安全及從內到外

的完整性。

我們的系統用於金屬檢測、重

量檢測、X光異物檢測和視覺成

像檢測，令您對維護產品的品

質、符合行業標準以及保護客

戶與品牌充滿信心。

食品零售業

從零售商收貨到他們的結帳台，

我們通過稱重、包裝、計價和貼

標解決方案提高生鮮貨品的處

理效率。

網路連線秤為店內營業、生鮮

貨品管理和促銷帶來極大方便。

瑞士商梅特勒-托利多股份有限公司(Mettler-Toledo Pac Rim 

AG) 於 1997 年 1 月 1 日在台灣設立分公司，總公司 Mettler-

Toledo 為全世界精密儀器的領導品牌，也是全球最大的實驗

室、工業現場及食品零售業稱重設備之製造公司。 

台灣分公司負責在台產品銷售及維修事宜，在業界獲得客戶

的肯定與口碑，為國內實驗室及工業界一致推崇的知名品牌，

我們秉持總公司一貫政策，提供最高品質的產品，及最完善的

專業服務，來滿足客戶的需求。

全球涵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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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量比較儀

手動質量比較儀

質量比較儀可用於標準品質的傳遞工作，針對國
際原器的可追溯性。比較儀天平的解析度可高達 
52,000,000，具有極好的重複性。這兩個特性實現
了一個已知參考砝碼和一個未知測試樣之間的比
較稱量。即使它們之間存在極小的品質差異。

高性能比較天平
全自動質量比較儀
AX 大稱量範圍比較儀

真空比較儀 自動與手動PM2.5
空氣濾紙量測系統

微量滴管校正件

手動質量比較儀天平滿足了高精確

計量方面應用的所有需要，例如砝

碼傳遞，對砝碼校正的品質控制。

梅特勒托利多手動質量比較儀的

稱量範圍在1mg到 6,000 kg。

AX大量程比較儀是全自動比較器

天平，配備四平台砝碼傳送裝置，

自體中心設計，獨立防風罩和電腦

控制。能夠稱量 1 kg 至 64 kg 範

圍內，可同時比較一個或一組砝碼

元件的品質。

處於世界領先的真空品質比較器，

其最大載荷高達10kg，解析度可達

到十億分之一。採用獨特的圓形真

空腔及星形秤盤設計，可在真空和

恒壓條件下獲得更佳的性能和更高

的可讀性，Windows@ M_Control控

制平臺使操作更加靈活可靠。

自動系統校準重量高達

60公斤，並通過在夜間運

行測量實現最小的不確

定性，排除任何人為的影

響。保持恒定的壓力或真

空 以消除空氣密度的依

賴性。

手動系統使用6位數或7

位數天平，並且由MT提供

應對環檢法規的自動記錄

程式。

具備微量滴管防揮發

套件以及Calibry管理

程式，可以讓使用者

或校正實驗室，用最

有效率的方法完成微

量滴管的校正。需要

紀錄客戶的微量滴管

相關訊息嗎？除了

SQL資料庫以及校正

流程指導工具以外，

也提供您RFID

SmartSample系統，丟

掉你用來標記的麥克

筆，享受RFID一秒讀

取微量滴管資料的便

利性吧。

ComparatorPac
比較儀專案包

砝碼校正工作達到簡

單與效率。您可節省

40%時間，減少砝碼校

正的前置時間並且提

高校正事業的產能。

此效益可以確保您的

投資在最短的時間內

回 本。ComparatorPac

提供特殊立即啟用的

校正方案。

Mass

Metology

Science

Industries

Customer Products

在 ISO 17025 認證的校準實驗室中校準的重量完

全可追溯到巴黎的國際原型公斤(IPK)。因此，品質

比較器在實現測量標準方面發揮著關鍵作用。

METTLER TOLEDO 品質計量解決方案可確保最高

品質的測量，並在科學、工業和消費品的所有領域

完全符合特定國家的規範。

國家實驗室的唯一選擇

質量比較儀

從 0.1 µg 到 6,000 kg

ISO 8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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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cellence
系列天平

MS-TS
系列天平

ML-T / ME-T
系列天平

Excellence
X型秤盤天平 貴金屬系列天平

秤重0風險

XPR/XSR具備靜電偵測與消除系

統，高度抗汙的結構以及便於一秒

辨識的即時自檢系統。

無論是需要滅菌清潔的高壓環境，

到佈滿粉塵的惡劣環境，透過後

置式的結構設計與遵循各種法規

的校正報告，讓您的實驗結果絲毫

不差。

可以上網的全金屬天平

創新的觸控螢幕設計，全新的

NewClassic觸控螢幕系列天平讓您

有絕佳的操作體驗；而且是各種稱

重應用的最佳解決方案。不論是在

實驗室稱重，輕工業生產線與倉庫

出貨前檢查。您會發現藉由內建的

密度測量、統計、檢查重量、計數

稱重等功能可以讓您完成更多測

量工作。

麻雀雖小五臟俱全

NewClassicML-T系列天平提供給

您準確的結果，外型精簡且便於攜

帶和操作。部分機型也提供電池

供電功能，讓操作便利性大大提

升。290厘米的大小和令人驚喜的

價格，具備了 METTLER TOLEDO 的

高品質和性能。

世界第一的無風窗3位數分析天平

需要校正或將樣品填充到體積高

大的定量瓶？或是為了安全性的考

量需要在抽風櫃裡面秤重，又怕氣

流干擾秤重結果？如果您有上述的

需求，那麼具備全新設計的X秤盤

的XPR/XSR天平應該是您最需要的

秤重夥伴。不論是超過500ml的定

量瓶或是在有氣流的生物防護櫃裡

面，都可以穩定快速地進行秤重。

貴金屬交易的幫手

進行貴金屬或珍貴稀有寶石交易

時，重量依舊是行業的共通語言。

因為統計上的需求，貴金屬客戶最

需要的是一台久經使用依舊保持

完美性能的秤重設備。JE系列天平

最堅固的設計可以協助您每次的交

易都銀貨兩訖，正確無虞。

同時我們也可以協助完成當地貿易

或交易法規的認證。

LBMA(倫敦金銀交易協會)與LPPM

(倫敦鉑鈀交易協會)的共同選擇。

Chronect Quantos
微量添加系統

全自動微量添加系統

全自動分裝 1 mg 以上的粉體與液

體也可以協助您完成樣品的配置，

甚至也可以連續配置多種樣品，完

成自動分裝以及鎖瓶。減少在多種

樣品的配置環境中，因人為操作誤

差所產生的風險以及樣品對於健康

可能的危害。提高您的樣品分裝可

信度。更短的時間，更準確的結果。

實驗室稱重

JE Line

精密及分析稱量

通過多年系統的、堅持不懈的、精確的累積，我們已經
在稱量領域建立了專業地位。我們的目標就是希望“梅
特勒-托利多”品牌的解決方案，能在全球範圍內享有
卓越的聲譽。

稱重的領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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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精度急速鹵素燈水份儀 智能固成分測試儀 雙方法學鹵素燈水份儀 兩個簡易程序完成水份測試最省時的日常查核

2分鐘4位數的鹵素燈水份儀

搭配著QuickPredict 系統，MT 讓鹵

素燈水份儀有著不一樣的概念。2

分鐘內即可完成樣品的水份預測，

具備智能學習系統，可以協助產線

上的用戶節省更多的時間，更加精

準的掌握製程條件。同時也符合

ALCOA+資料完整性的要求。

有實驗記錄簿的固成分測試儀

無論樣品的水份含量高或低，具備

多種升溫曲線與停值條件的鹵素燈

水份儀都可以替您完成測試。未知

測試條件的樣品我們也樂於協助客

戶開發方法學。只要您是使用烘箱

操作的樣品，我們都可以找到相對

應的條件。

Loss on Drying，MT on the track.

第一次嗎？試試這個

基本款式的鹵素燈水份儀，設計

簡單但堅固耐用，無論是第一次使

用、從烘箱轉換方法的客戶或是有

移動測試地點需求的客戶，HE鹵素

燈水份儀讓您10分鐘上手。

1.扣重

2.添加樣品

3.等幾分鐘

只需要簡單的三個步驟，取代過去

烘箱需要數小時的測試結果，且測

試數據完全能夠對照相符。

省時、省力、MT鹵素燈水份儀。

需要將大量的測試結果與資料匯

出到電腦系統嗎？Easy Moisture

軟體幫你一鍵完成，免除繁瑣的

設定與昂貴耗時的軟體開發，我

們已經為您準備。

擔心鹵素燈水份儀的日常查核施

作項目嗎？就算檢查了溫度、重

量，還是不確定性能是否無虞？

SmartCal已經替您設想。10分鐘

的程序，依照您的樣品測試溫度，

輸入環境中的溫濕度，不單校正

結果，我們連報告都替您產出。

最堅固的結構

更換設備最大的問題不是成本，

而是多年的統計結果中的差異。

METTLER TOLEDO 的堅固與便於

清潔的鹵素燈水份儀硬體設計，

以及具備SOP指導的操作介面，

讓您高枕無憂的完成所有測試。

鹵素燈水份儀

鹵素燈水份分析儀

Excellence 系列水份儀提供給您全新測量水份的
概念。新一代的水份儀將所有檢測方法快捷啓動設
定於桌面上，只需選擇樣品之後單鍵啓動即可，即
便更換樣品也不需要再另外修改任何參數。荷重元
後置式結構可以避免撒落的樣品不會傷害核心稱
重單元。此特性讓 Excellence 系列水份儀不論是在
實驗室或工廠現場都可以自由地運用和操作。

單鍵啓動，準確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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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正液/ 標準液系列測試 電極系列多功能卓越型主機
SevenExcellence

桌上型單功能/雙功能主機
SevenCompact

攜帶式主機
Seven 2 Go Seven Duo 各式校正標準液 各式校正標準液

卡匣式設計您可針對實驗需求自

由搭配各項功能：pH/ 電導度/ 溶

氧/ 離子濃度/ 氧化還原電位。可

單鍵同時操作多種量測，節省實驗

時間。

快捷鍵設計螢幕自動提醒，讓您

拋開紙本 SOP；初學者也可輕鬆

上手，減少量測錯誤、多重保護機

制方便實驗室主管查核管理實驗

數據。

支援最多五個校正點，讓您所有量

測範圍都準確。便利 Cal/ Read 鍵；

簡易辨識操作，避免錯誤。

定時自動傳輸功能，協助您即時監

控長時間實驗變化。量測上下限

提醒功能，協助您管理每日的品管

作業。

空間不夠大嗎？SevenCompact具

有Combo機型，一機雙功能，讓空

間有效利用，也降低未來的校正

費用。

支援單功能及雙功能攜帶式主機，

您可選擇以下功能：pH / 電導度/ 

溶氧/ 離子濃度/ 氧化還原電位。便

利背光設計，各種環境皆可方便進

行實驗。

螢幕簡易顯示校正結果，讓您一目

了然電極狀態 IP67 防塵防水等

級，保護您的主機與電極使用壽命

更延長。

種類齊全，各式 pH/ 電導度/ 溶

氧/ 離子濃度/ 氧化還原電位校正

標準液。50ml 瓶裝及 20ml 隨身

包裝。

符合 GHS 標示，依批號提供 

COA、MSDS 等可追溯資訊，讓您安

心面對各種稽核。

依您實驗性質評估用量及包裝，讓

您更方便使用及保存。

依樣品容量/ 種類/ 溫度挑選合適電

極，為您節省非必要的樣品浪費，得

到最穩定且準確的量測結果。

全新 ISM 智慧電極，存取校正結果

於電極內部晶片，讓您更便利管理所

有電極。

GEP™ 優良電化學管理規範
幫助您安全實現最佳測量

協助您找出測量pH、氧化還原、電導率、溶氧

或離子濃度值可能所遇到的問題。用5分鐘的

時間確定風險並獲得必要的支持。

實驗室酸鹼度計

準確快速量測 

pH 值量測不只是許多檢測的標準，更是許多實驗
前端的重要管控點。為了準確量測 pH 值，您需要
精確的儀器、合適的電極及正確的校正步驟。梅特
勒提供各式桌上型/攜帶式主機，多種功能電極及
符合規範之校正標準液。幫助您日常操作更便利，
量測更準確並避免不必要的樣品浪費。

pH/電導度/溶氧/離子濃度/O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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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bX充分考慮了用戶的各種

需求及工作習慣，提供靈活的

操作方式，無論您身處何處都

可操作。您可以在滴定儀上啟

動量測，然後去處理其他日常

工作，回到辦公桌後直接打開

LabX 的工作平臺就可以即時

查結果。

內建多種經過檢驗且可靠的分析

方法，可直接使用，或者簡單編輯

成為您所需的方法。

內置多種標準計算公式，滿足不

同滴定結果的需求。可實現簡單

的自動化操作。

InMotion
TM

系列自動進樣器致力於

在最小的空間內實現最大的效率。

適用於任何實驗台，最多一次可以

分析超過300個樣品。同時提供直

觀靈活的程式編輯功能，可以為您

定制樣品測試流程。

操作靈活的控制軟體簡便通用型 T5 靈活擴展型 T7  智慧強大型 T9

操作簡便，功能全面的滴定儀:

￭3個具有滴定或加液功能的滴定

管驅動器

￭可以更換電導度或庫侖電極

￭使用者權限管理/密碼保護符合

GMP、GLP、FDA 等標準要求

￭現代技術的各種介面：USB，

太網介面

￭擴展卡爾費雪容量法滴定或庫

侖法滴定

為您的需求定制的滴定儀：

▪4個具有滴定和加液功能的滴定

管驅動器

▪擴充pH、電導度或庫侖電極板▪
使用者權限管理/密碼保護符合

GMP、GLP、FDA 標準要求

▪同時處理多個任務(任務列表)

▪具有卡爾費雪容量法滴定和庫侖

法滴定的全部功能

▪樣品系列排隊功能可以簡單地處

理複雜樣品的分析

▪卡爾費雪溶劑控制功能即時監控

溶劑並確保其處於最佳狀態。

輕鬆且高效解決複雜任務的強大

滴定系統：

▪8個具有滴定和加液功能的滴定

管驅動器

▪擴充pH、電導度/庫侖電極板

▪使用者權限管理/密碼保護符合

GMP、GLP、FDA 等要求

▪結果緩衝存放區，用於方法或樣

品系列的重疊或同步計算

▪具有“if...then” 的邏輯條件判斷

的智慧方法編輯功能

▪具有卡爾費雪容量法和庫侖法滴

定的全部功能

▪卡爾費雪溶劑控制功能即時監控

溶劑並確保其處於最佳狀態。

 InMotion
TM

系列
全自動化滴定和取樣系統

Compact系列滴定
智能幫手 軟體LabX

獨立的六向六通閥進項系統，實

現完全自動進樣和樣品製備，高達

32,000解析度。依照您的應用需求

可設定連續吸/排液體或進行樣品

的連續稀釋等高複作業，密閉性系

統避免樣品揮發，降低操作者化學

品暴露風險。

全自動進樣系統

自動電位差滴定儀與樣品轉盤

One ClickTM  一鍵滴定

Excellence 系列自動電位差滴定儀 T5、T7和T9 搭載多
語言的彩色觸控式面板，簡單直覺的操作設計，大幅
提高日常工作效率。RFID晶片設計有效避免失誤。超
過500種一般滴定應用，廣泛應用於各個產業，為市
面上最簡單操作、擴充性的滴定設備。

Excellence 系列自動電位差滴定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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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10S/V20S/V30S
容積式卡氏水份儀
(Volumetric Karl Fischer)

C10S/C20S/C30S
庫倫式卡氏水份儀
(Coulommetric Karl Fischer)

InMotion KF
自動樣品加熱轉盤

DO308
樣品加熱器

Solvent Manager
溶劑管理系統

測定方式：容量滴定法

測定範圍：100 ppm~ 100 %

滴定管解析度：0.25 μl 

(5mL滴定管；1/20,000 滴定體積)

▪碘的主要來源在於 KF 試劑中

▪以精確的 KF 試劑的消耗體積就

能計算出樣品中的水含量。

▪滴定管具有 RFID (射頻識別) 可

以自動辨識及儲存滴定液的濃

度，避免錯誤。

測定方式：庫倫電量法

測定範圍：1 ppm~ 5 %

偵測解析度：0.1 μg H2O 

▪利用電解反應來產生碘

▪碘產生電極有隔膜及無隔膜電極

可供選擇。

▪樣品測量過程中，只要精確獲得

全部的電解反應的電量(庫倫)，

就能計算出樣品中的水含量。

簡單的樣品配置和自動化系統增加

分析速度和再現性。可組合多種溫

度條件，固定試驗中的氣體流速，

獲得穩定可靠的量測數值。對於水

份釋出緩慢、不溶或是其他特殊樣

品，自動樣品加熱轉盤是您的最佳

選擇。

簡單、安全且快速藉由載氣將樣品

的水份送進水份儀的加熱系統，可

連接容積式或庫倫式的水份儀。

溶劑管理系統可保護使用者避免

接觸到化學試藥，可在主機上控

制，它可以自動將廢液排出；同時

將新的溶劑吸入。只要一個按鍵便

可以完成工作。

電解電極

用戶可以選擇有隔膜或無隔膜兩種

電解電極。無隔膜電解電極無需陰

極液，對大多數樣品測試提供了更

多的便利。其獨一無二的設計，使

其更適合精確的低水分含量測定。

卡氏水份滴定儀

One ClickTM   一鍵卡氏水份測定

水份含量的多少是物質一項重要的品質指標，
One ClickTM一鍵水份測定儀利用Karl Fischer試劑與您樣品中
的水作用；可以準確測定您樣品中的水份含量。高亮度的TFT
彩色觸控式面板，讓每一個操作人員都可以設置自己個性化
的操作界面；只要一個按鍵就可以完成您日常的水份測定。

操作簡單又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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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cellence 系列有著精緻的小

巧外光光度計技術壓縮了光學

部件的佈局，同時又不降低其

性能。此外，它可以獨立操作，

不需要連接電腦，因而節省了

大量檯面空間。

主機大小跟 A4 紙張一樣，不

需軟體也可以獨立運作，更加

節省了空間。

快速測量不需暖機 FastTrackTM 

技術包括新款光纖結合陣列檢

測器和氙閃光燈在幾秒鐘內完

成分析。

開機之後隨即進入待機狀態，不

需要額外的熱機時間。

優秀的光學性能符合要求嚴

格的歐洲和美國藥典法規，高

級自動化程式與預設的梅特

勒-托利多方法是法規需求行

業可靠測量的理想選擇。

UV5
快速簡單

UV5Nano
超微量量測

UV5Bio
生命科學應用

UV5 配有簡單直接的測量程式實

現了紫外可見分光光度計的簡便

操作。

1秒鐘內完成譜圖掃描，儀器即開

即用，預置直接測量程式以及直觀

的 OneClickTM 觸控式螢幕操作，優

化了紫外可見分光光度計在品質控

制中的測量工作流程。

UV5Nano 可以進行只有1μL樣品量

的超微量測試，同時也能使用標準

比色皿。因不需稀釋樣品，可避免測

量誤差。

LockPathTM 技術保障了光程的精度和

重現性。和 UV5Bio 一樣，它預置了

大量直接測量程式和梅特勒-托利多

方法。

它擁有和 UV5Bio 一樣的光學性能。

UV5Bio 是一款專用於生命科學領

域的標準比色皿測量儀器。

預置了大量直接測量程式和專為生

命科學領域(生物科技和生物製藥

等)定制的梅特勒-托利多方法，如

核酸和蛋白質的濃度測定等。

OneClickTM 介面提供了直觀和高效

的快速鍵操作。

優化您的實驗檯面 彈指之間完成測量 專利LockPathTM技術

LockPathTM 能夠精確設定0.1或

1mm的光程。牢固耐用的專利

設計消除了光程漂移，這樣就

不用進行昂貴的停工再校準。

測量臂被鎖住無法打開直至測

量結束。測量誤差降至最低，

並且能保證結果準確無誤。

可在6-15,000 ng/μL dsDNA 

濃度範圍進行測量，無須額外

稀釋。

UV7
出色的性能 節省您使用的空間 節省您寶貴的時間

UV/VIS分光光度計

UV/ VIS 紫外光/ 可見光光譜儀 

FastTrack
TM

紫外光/可見光分光光度計技術結合了先進耐
用的元件，形成了獨特設計光譜系統。在精巧的外觀下
得以進行快速可靠和可追溯的高精度測量。
FastTrack

TM

技術和OneClick
TM

操作將持久可靠的性能融
入快速簡單的測量中。

卓越的性能源自優秀的設計

節省您珍貴的樣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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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正確的方式取樣，並且通過內

置的視頻監控與自動氣泡檢測

確保密度測量結果準確無誤。粘

度校正功能可確保粘稠樣品密度

測量結果準確。

將 pH 或電導率儀同密度計或折

光率儀相結合進行多參數分析，

比如：測量果汁的酸度與白利糖

度等參數。

單機自動進樣以及乾燥系統，可

以依照您的需求設定速度和進樣

量，方便日常操作。

密度比重計 折射計 整合密度比重和折射

基於振盪U形管原理，我們的數位密

度計保證了高可靠性和最高精度，

密度精度高達6位。快速可靠地測量

密度、比重以及許多濃度應用， 如

酒精含量和 Brix 的百分比。

梅特勒-托利多數字式折光率儀能

在短時間內非常精確地測量折光

率和度、使用者自訂單位等。由於

沒有移動部件，能表現出更佳的耐

用性。

對於同一樣品，經常確定密度和折

射率。通過同時測量這兩個參數，

節省時間並優化工作流程: 只需將

折射率連接到密度計，即可同步

測量。

單機自動進樣 結果可靠  整合 pH /電導率

使用SC1H與SC30H可測量粘度極

高的樣品以及在室溫條件下呈固

態的樣品。當瀝青或口紅等樣品

受熱達到80°C時，會變成可測量

的液體。

高黏度/高溫樣品

密度計/比重計/折射計/屈折計

密度比重計/折光率儀

最新技術的數位桌上型分析儀器：精確的振盪U形
管和全折射技術，以及Peltier溫度控制，確保數據
可靠度。

精密小巧，完美演繹千變萬化的應用
如糖度、酒精度以及濃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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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設計研發 支援多語言的教學模式

既要設計出高品質的產品，又要簡

單實惠，這是瑞士硬體和軟體發展

團隊面對的挑戰。不負眾望，憑藉

多年儀器設計和操作經驗，開發出

了令人滿意的Easy系列滴定儀。

Easy系列滴定儀是為日常操作、應

用而設計。應用程式導向的使用者

介面，讓習慣智慧手機操作的您即

刻上手。簡便、直觀的引導，方便您

選擇自己的操作語言。內置開機教

學，讓您輕鬆了解儀器的設置和安

裝，快速啟動分析。

按鈕式手工滴定

直覺式的滴定按鈕設計，讓您做滴

定更安全更簡單，除了更好的解析

度，並降低您對於化學藥品的接觸

機會。

可攜式密度計 無懼惡劣環境 紅燈"停" 綠燈"行"

新型Densito掌上型密度計，中文

顯示介面，自動吸排樣品，單手即

可操作，引導式體驗上手更容易，

含內置RFID和條碼掃描功能(該功

能僅DensitoPro 含有)，無需手動編

寫樣品ID，讓您隨時隨地輕鬆測量

密度。

儀器配有防濺觸控制螢幕，採用可

使液體遠離電子組件的設計，可隨

時在生產線附近使用。無需擔憂溢

出或飛濺，確保放心作業。

透過為樣品設置一系列合格限值，

簡化常規測量和快速識別合格的

樣品。採用顏色標識的結果使用戶

快速識別測量結果是否在合格範

圍內。

Easy Bev折光儀採用立式設計並且

配有一個取樣漏斗，可簡化工作流

程並最大限度提高樣品處理量。測

量果汁等樣品時，最大限度減少稜

鏡上的沉澱物。

直接倒入樣品

Easy系列分析儀器

Easy系列密度計和折光率儀
滿足您日常常規應用的全部需求：
測量快速，自動控溫，樣品量小且上手簡單。

Easy系列密度計和折光率儀
超高性價比、適合各種實驗室日常作業。
梅特勒-托利多採用瑞士技術，設計和開發的Easy系列滴定儀，
為您的日常應用提供經濟的解決方案。智慧手機式的iTitrate™使用
介面以及iTitrate™智慧功能，讓操作更簡便、直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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熔點標準品工具盒 滴點/軟化點工具盒

方便可靠的的樣品製備工具可加速

製備過程，提高操作安全性且避免

不必要的重複測量。配套提供標准

或USP參比物質。以及毛細管高度

充填尺。

用樣品製備填充杯子工具。可以製

備四個樣品同時和特殊的設計防止

外部污染杯子的表面。

滴點和軟化點測定

即時的影像檔案，高倍數放大觀測

您的樣品實驗過程中發生的變化，

並且以通用格式將影像記錄下來。

熔點測試儀 One ClickTM一鍵啟動 實現多種應用操作簡單

熔點測定在研究與質量控制中使

用，可識別和檢驗多種晶體物質

的純度。

通過使用熔點系統，您還檢測熔

點、沸點、滑動點、曇點等多種應

用，除此之外還可利用視頻觀察

觀查顏色變化以及分解溫度。

One Click
TM

一鍵測定如同它的名

字一樣簡單：您只需按下按鍵即

可開始測量。點擊主畫面上的“

主頁”鍵後即可直接返回初始

屏幕。

測量結果會受到操作人員的影響。

利用全自動熔點，沸點，滑動熔點

和濁(曇)點測定，您可省時省錢和

減少對操作人員的培訓及其影響。

利用高解析度影像觀察樣品在不同

溫度條件下的行為有助於表徵其物

理特性。利用6倍放大功能，用戶可

以詳盡了解微小樣品的行為。通過

在儀器上直接回放視頻，對測量結

果進行重新分析。

通用影像檔

熔點、沸點、曇點、滑動點及滴點、軟化點測試

} www.mt.com/one-click-dropping

熔點儀的全方位解決方案

熔 點 測 定 被 廣 泛 的 作 為 純 度 監 控 的品管 點 ，
Excellence系列獨特的透射光 Transmittance light 
自動終點判斷結合彩色的高解析度影像，協助您進
行數據判讀以及確認。梅特勒-托利多提供準確、自
動地測量這些熱值的可能性，不僅僅符合 ASTM 和
藥典規範，並且只要一個按鍵即可開始執行。

確保最高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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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SC
差示式熱量掃描分析儀

Flash DSC
閃速熱分析儀

TGA & TGA/ DSC
熱重分析儀與同步熱重/
熱焓分析儀

TMA
熱膨脹儀

DMA 1
動態熱機械分析儀

▪DSC 用來測定在相轉移或是反

應的過程中熱焓的變化，以及所發 

生的溫度值。

▪獨特的56/120對熱電偶專利傳

感器。

▪連結技術：UV-DSC、高壓

DSC、DSC 顯微系統，讓您有更多

的選擇使實驗結果輕易獲得。

▪獨特的自動進樣器，可以更有效

的提供不同的應用。 

▪如閃電般快速升降溫的FlashDSC

有每分鐘2,400,000K的升溫速率及

每分鐘240,000K的降溫速率，，是

業界唯一能符合製程的模擬測試

系統。FlashDSC 跨世代改變傳統

DSC的思維。 

▪使用高速升降溫速率可以在不受

重組過程干擾的情況下分析材料，

甚至模擬材料實際應用下的每個製

程溫度條件，是研究結晶動力學與

製程參數最理想工具，讓研究熱提

供全新的視角。

▪新一代的TGA 2與TGA/DSC 3+皆

具備梅特勒-托利多最高階的內建

精密天平，可全範圍偵測材料的重

量損失。

▪新一代的TGA/ DSC3+同步熱重/

熱焓分析儀測量在同一程式控制下

量測材料重量/熱焓的變化，用來進

行材料組成比例的分析，或是精準

評估於高溫下材料的熱流及結晶等

較難測定的樣本相變化。

▪更多的連結技術：

TGA -FTIR、TGA-GCMASS、

TGA-microGC 更新的技術使實驗結

果表露無遺。

新一代TMA/ SDTA2+內建特殊的

平行導桿設計的力感測計，有效的

與 LVDT位移感測器共同偵測毫米

級的膨脹係數變化。獨特的探針設

計，使樣品溫度更有效地被偵測，

實驗結果優於業界，結果更精確。

DMA是在時間與頻率條件下，測量

材料的黏彈性質。DMA 1具有特

殊的人性化操作介面與參數模 擬

視窗，使新一代的DMA 1操作更方

便，實驗結果更精確。

TGA-IST16-GC/MS 連結系統
熱重分析與氣相層析-質譜串聯系統

▪TGA裂解出的物質由特殊的氣體收集管柱器IST16

收集，進行storage mode收集。IST16具有storage 

mode與injection mode，為市場上唯一完整分析逸出

氣體的產品，也是分離效果最佳的產品。

▪樣本可自動由TGA進行測定，裂解的氣體直接

IST16的收集後，經由氣相層析儀 (GC)分離，進入質

譜儀(MS) 中分析。

▪由進樣到分析一氣呵成，更有效的解剖材料 成

分。對於成分配方的破解，功效顯著。

熱分析系列產品

材料分析

METTLER TOLEDO 卓越系列熱分析儀提供特製的應用解決
方案給學術研究與工業應用上，獨傲全球的解析結果與新
穎的技術可以使您的實驗結果超越現有的應用範疇。
我們的卓越系列熱分析儀保證提供您瑞士品質，精準度與
絕佳的效率。新的 One ClickTM 單鍵化快捷鍵功能，使全系
列熱分析產品操作更方便，有效獲得實驗結果。

熱分析儀與熱顯微工作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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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分析軟體

強大且多功能的STARe軟體，提供

獨一無二的彈性與無限的評估可

能性。

STARe軟體是我們持續開發新技術

的產物，藉此改善效能以滿足全球

客戶的需求。

▪無限的評估可能性–巨大的彈

▪值得信賴的自動化–藉由結果評

估快速檢測樣品，大幅改善效率

▪整合式資料庫–確保最高的資料

安全性

熱分析坩鍋

最高品質的熱分析坩鍋，有助於延

伸應用範圍。

梅特勒-托利多有30多種的坩鍋，

適用於所有的材料分析。

變頻溫度調頻DSC技術
TOPEM最先進的溫度調製技術

變頻溫度調製 DSC 技術 TOPEM 

：在恒溫或梯度溫度上加上一系列

不同持續長度的隨機式溫度脈衝。

優點：

▪一次測試就能在很寬的頻率範圍

內同時測試樣品隨溫度或時間而

變化的性能

▪能非常準確地測定與頻率無關的

准穩態比熱

▪可同時以高靈敏度和高解析度測

量極小能量的效應和溫度相鄰相

近的效應，將重疊效應分開

高壓DSC析儀
High Pressure DSC 分析儀

 DSC 和 HP DSC  熱顯微工作台
Hot-Stage Microscopy

加壓將影響所有伴隨發生體積改變

的材料物理變化和化學變化。在材料

測試、製程開發或品質控制中，經常

必須在壓力下進行DSC 測試。 

壓力下的DSC測試擴展了熱分析的

應用: 

▪縮短分析時間

▪實際製程條件下測試

▪改進分析解釋

HP DSC 2+ 採用慣性低、升降溫快的

DSC置於迴圈水冷卻的壓力容器內。

爐體特殊的絕緣保證不發生溫度梯

度。從而確保直至高壓下的基線穩定

性和重複性。

▪DSC 或 HP DSC 與裝備有視頻和

照相技術的顯微鏡的組合系統能

夠對樣品在DSC中加熱或冷卻過

程中進行光學觀察。

▪這些光學資訊對於在 DSC 曲線

中測量到的現象作出精確的解釋

通常是十分有用的。

熱顯微工作台能廣泛使用於觀測所

有熱效應的有效工具。 

HS82 可直接對材料進行加熱與冷

卻，並同時在顯微鏡下觀察。 

HS84除了擁有HS82 功能之外，更

可以同步測量熱流。兼具DSC 的

功能。 

▪ One ClickTM單鍵操作和無可比擬

的人體工學設計

▪ 在樣品上下端接進行爐體加熱

▪ 高靈敏度

▪ 互動式控制

▪ 同步DSC (HS84)

顯微鏡系統 STARe軟體 多樣性選擇

熱分析系列產品

卓越的熱分析儀器

METTLER TOLEDO 多年來秉持著優良的瑞士工藝技
術，在熱分析儀器與自動化工作平台的設計，提供
最精準的量測結果。自動化設計的前驅技術，從實
驗到分析，提供一致化的優異表現。

靈敏度最高與自動化的工作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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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自動化程序避免抄寫錯誤。

從設備開始開始，使用一個通用軟

件，並與其他實驗室數據系統集

成。

確保您的操作流程安全性，在儀

器觸控螢幕上，引導您一步一步

操作 。

工作流程指導 法規支援 自動化 - 整合 LabX 應用與知識中心

完全可追溯性，強制 SOP 方法和

廣泛的審計追溯支援 21 CFR Part 

11，歐盟附件 11 和 ISO 17025 的

規範實驗室。

LabX實驗室連線軟體

Power the Bench
提升您的資料安全和完整性
從工作流程的管理，追溯到資料的自動拋轉，與LIMS、
ERP的實驗室資料庫連結，都可以整合在一個軟體內。
讓實驗室完成無紙化作業並且達到21 CFR Part 11的要
求。
LabX協助您完成實驗室設備的串聯。
LabX 支援以下卓越系列儀器：
▪精密天平與分析天平、酸鹼度計
▪滴定儀、卡式水分儀
▪密度比重計、折射計
▪熔沸點儀
▪紫外光/可見光分光光譜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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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位紅外光譜儀
ReactIR 701L 
原位反應

原位拉曼光譜儀
ReactRaman 785

原位顆粒粒徑分析儀
ParticleTrack G400
ParticleTrack G600

提供實驗到製程更多的資訊可

線上直接監控結晶過程中的反

應機制，結晶動力分析。在單相

與多相的結晶分析獲得更精確

的測量。 

探頭式顯微鏡的設計，使您

得到反應過程中即時的顆粒

大小影像。

原位顆粒照相儀PVM®

監測

最佳試量產至小生產量
RC 1e™

清楚了解製程過程與細節，使製

程工程師更縮小無法預期的風

險。RC1e™製程安全工作站可使製程

中有效地獲得更精準的量產數據

與再現性，並掌握所有的安全性參

數包含：

▪ 釋放熱 Heat release

▪ 移除熱 Heat removal

▪ 反映熱焓 Reaction enthalpy

▪ 累積熱 Accumulation

最佳試量級測試工具
OptiMax™

▪ 可試量產體積至 1 公升

▪ All in one 一體設計，操作方便

▪ 具有夜間觀測功能與高安全

性的設計能。

最佳小型測試工具
EasyMax™ 

▪ All in one 一體設計，操作方便

▪ 可單機操作，有效控制測試成本

▪ 具有夜間觀測功能與高安全性

的設計

▪ 可試量產體積至 400 毫升

反應過程中產物官能基的改變, 

適用於實驗室研發與工業製造

監流程。

自動化化學與顆粒分析　

顆粒尺寸與外觀的分析

ParticleTrack 擁有專利的集光束反射量測(FBRM®) 與 
ParticleView 顆粒影像測量 (PVM®) 技術無須任何採樣的
過程，而提供精準的在線粒徑尺寸與外觀的量測；儀器伸
入式探頭的設計可在製程中量測氣體與液體懸浮液內的
顆粒與油滴，提供即時的製程訊息作為加速製程發展，增
強生產表現與優化製程品質。

從實驗室、試量產工廠與量產

用於化學研發的實驗室和工廠工具，合成反應工作站和在線分析儀器
提供新的合成路徑，並且支援克級至千克級的物料量產。結合反應量
熱、在線反應分析和顆粒粒徑和形狀分析的技術，充分協助了化學、熱力
學和顆粒特性等的程序。
過程分析技術（PAT）追蹤關鍵製程參數和品質，歸功於品質源於設計
（QbD）的要求，從而改進程序設計和品質。實驗室 PAT 儀器幫助設計
一個高品質的程序，工廠 PAT 工具則幫助監測和控制程序。利用 iC 軟
體可以進行資料捕捉視覺化和解釋實驗準備和報告結果，對不同批次
的實驗進行比較。

Particle ViewV19

反應過程中顆粒大小改變，適

用於實驗室到工廠的研發與生

展製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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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C 分析儀
即時合規性，每秒監控 TOC 

氯/鈉/矽 分析儀
電力循環化學的守護者

微生物檢測分析儀
用於即時監控微生物汙染

智慧型多參數傳輸器 智慧型感測器

METTLER TOLEDO 線上TOC分析儀能

真正連續測量總有機碳含量，協助

您徹底控管您的水系統。 採用獲

認可的紫外線 (UV) 氧化法及差異

電導率，以有效判定TOC濃度。完全

符合 USP<643>、<645>、EP 2.2.44

、ChP 和 JP16 對於製藥之要求。極

低的靈敏度亦適用於半導體超純水

監測，先進的感測器診斷功能，能

夠為您提供必要的資訊，確保TOC

系統隨時有效地進行測量。

專為用於純水處理及電力循環化學

監測中而設計的鈉與矽分析儀，可提

供水純淨度保證，讓渦輪腐蝕或結垢

情形降到最低。只需最少的操作員監

督，即可早期偵測到微量污染。

自動化校正功能，提供了絕佳的重現

性，還能節省操作員的時間。低維護

率設計，減少試劑及維護成本，並降

低意外導致停機的風險。

設於生產線上的 7000 RMS

(即時微生物檢測系統) 能即時連

續測量微生物和惰性粒子，讓您

不需進行例常性的實驗室抽樣檢

驗，不需製備樣品。能即時通知微

生物異常增殖的情形，以利於快速

矯正，防止產品受到微生物汙染影

響。透過最佳化的衛生處理循環，

降低實驗室的測量次數和節省能

源，藉此顯著降低營運成本。

智慧型多參數傳輸器，結合便利的

多通道/多參數測量，M800多參數

傳送器提供同時監控多達四通道的

感測器。它提供純化水以及製程應

用的pH/ORP、光學溶氧、溶氧、電導

率、TOC、臭氧、流量等測量。獨家

的ISM®技術，可執行預測性診斷。

增加製程可靠度。適用於微電子半

導體製造業超純水量測、製藥用水

中和製程應用、發電業的水中週期

化學應用監控。

ISM
®
技術是一種數據處理技術，能

夠線上將智能演算法併入到感測

器製程分析。每一個 ISM
®
探頭的

頭部都是一個微處理器。

ISM
®
為全球首創的製程分析學習型

感測器。進階的演算法讓感測器能

在一天內瞭解製程狀況。此能力能

加速提供準確診斷的速率，同時加

強感測器壽命資訊的一致性。讓製

程分析設備用戶顯著降低循環監測

維護成本，同時增加了生產過程的

安全性。

iSense桌上型軟體

彈性的校正方案，連接至PC或行動裝置進行感測

器快速驗證。預先校準您的感測器，以便迅速啟

動，ISM
®
電極提供隨插即測技術，可簡化感測器校

準並加速安裝。在製程外進行感測器校準時，可以

用iSense桌上型軟體或行動裝置軟體，輕鬆存取

感測器的ISM
®
診斷功能。

我們提供多種有線和無線的連線類型，以確保pH

感測器和溶解氧感測器，可以彈性的運用空間，輕

鬆進行感測器診斷的校準和驗證作業。

Thornton 製程檢測系列

Thornton線上水質監測

METTLER TOLEDO Thornton產品線針對半導體、微電子、製藥、生物科技、和電
力行業應用，供工業純水與超純水的監控測試設備，主要生產線上測量參數
有: 電導度、電阻率、總有機碳 (TOC) 以及溶氧和溶解臭氧，並有ppb量測等級
的氯/鈉/矽離子分析儀，以測定與控制水質的純淨度。
METTLER TOLEDO持續創新，研發獨特的純水分析儀，其中一例為智慧型感測
器管理 (ISM®)專利技術，這是一系列的智慧型數位分析感測器，將預測分析和
其他有價值的功能引入製程分析中。ISM®技術提供了各種先進的感測器診斷工
具，如動態使用壽命指示器 (DLI)。 DLI為一種可以持續監控製程條件和感測器
效能的演算法，去計算感測器的剩餘使用壽命。這不僅降低了感測器在製程或
批次處理過程中出現故障的可能性，還能進行可靠、持續的製程控制。

智慧管理工業製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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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70 Ringmount
稱重模組

SWB605
稱重模組

PinMount™
稱重模組

SWC615PM
數位稱重模組

AJB 系列
精密接線盒

從250 KG ~ 10T，多樣選擇能滿足

各式需求。通過全球的主要認證，

更能幫助使用上更加得安心。

搭配數位式的荷重元，可免除接線

盒的需要，並且單獨取得個荷重元

的重量資訊，方便分析及診斷各荷

重元的狀態。

搭配顯示器特殊的 Run Flat 功能，

能在荷重元故障時，繼續短暫使

用，不影響生產流程。

高稱重量的PinMount™稱重模組可

長時間於沒有荷重元的情況下留在

原處。此特色除去了建構期間對模

擬荷重元的需要。

能直接使用安裝孔，方便鑽孔與拴

緊螺栓。如此可立即透過稱重模組

將桶槽安裝到地面上。

要獲得最高的產品品質並徹底減少

浪費，PowerMount 稱重模組 Pow-

erCell 可高達 OIML 10000e C10

準確度等級，比一般的工業用荷重

元準確三倍。內建的微處理器會持

續補償溫度、蠕變以及線性效應，

且遠超過類比荷重元所能達到的

水準。

其旋轉開關結合了高品質的電阻，

可對類比荷重元進行調整。如此

能減少調整時間並增加持久的穩

定性。

PowerCell
荷重元

POWERCELL®PDX®技術的創新設計

不需任何將荷重元連接到稱重裝

置的接線盒。如此將使安裝更簡

單，並除去了傳統稱重模組接線中

所需的精密零件。

工業稱重元件

準確、可靠、安全

最新 METTLER TOLEDO 稱重模組上的 SafeLock™ 
功能，使其整合安裝到桶槽、儲槽、容器或輸送帶磅
秤上更為容易。SafeLock™能保護 MultiMount™與 
PinMount™稱重模組不受意外過載影響，並確保安
裝期間的安全性。每個元件出貨時皆已事先調整過
且可直接安裝。

第一次就正確安裝

SafeLock™具有簡化桶槽、儲槽與輸送帶磅秤之安裝的特色。它
們能防止意外發生，並確保安裝時的安全性與效率。震動、風
力、侵蝕性原料、溫度變動、濕度與攪拌器的轉矩都會將高壓導
入儲槽、容器或輸送帶的所有結構部件中。 METTLER TOLEDO 的
堅固稱重模組是專為確保機械能承受這些衝擊，並長期維持迅
速稱重與準確結果而設計且經過測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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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X 系列
符合自動化的快速與彈性

WMS 系列
自動製程用的稱重模組

WMC 系列
尺寸精巧，超高性能

WXS 稱重模組系列的快速可以大

幅減少時程。WXT 模組可輕易整

合於您的稱重系統中。

薄型化 WMS 稱重模組可輕易 的

整合到系統，設備和儀器中。 更新

速率可達每秒92筆經過濾波與補

償的重量值是自動化中快速與準確

填充與檢重的必備條件。

超小型高精密度 WMC 稱重模組具

堅固的設計。非常準確而且容易整

合。因此適合儀器或設備半自動和

全自動的製程。因為體積小可以緊

密排列，利用平行多排的設計而達

到最小的行程。

 WMF系列
專為多線稱重量身打造

WKC系列
精巧精確度稱重

SLP85XD
動態應用的自動化秤重

寬度僅 25mm，能讓您建立最小

間距的陣列，允許在狹小的空間中

進行平行多線稱重，以達到最高的

產量與研究產出。完整整合的工

業乙太網路介面 (EtherNet/IP 與 

PROFINET IO RT) 讓您可直接整

合至即時的自動化網路中，因此

較 不需進行 PLC 整合，並實現最

快的資料交換速度。

精巧且具成本效益的解決方案，

能在需要高解析度的自動化應用

中進行內建稱重。標準 M12 接頭

與完整整合的電子元件能徹底降

低整合需求，讓您輕鬆快速地安

裝。藉助內部砝碼，隨時都能檢

查稱重模組是否正確運作，即便

未直接於模組上操作。

每秒可提供高達 1,200 個重量值，

支援高速填充流程，可被整合至旋

轉式或線性填充機，可透過其內建

的填充應用程式及數位輸出來控

制整個填充製程。內建的自動化介

面有助於快速傳輸資料，並建立由

多個荷重元組成的多個網路。

三分鐘不到就可以透過 PROFINET 

或乙太網路/IP 將 ACT350 重量傳

輸器整合到 Siemens 或 Allen Brad-

ley PLC。這能節省寶貴的工程時間

並加速試運轉的過程。對於需要最

高層級準確度的機器系統，本產品

是完美解決方案。

ACT350 Precision
自動化精確稱重

稱重模組/危險區域稱重

OEM 專用高精度稱重模組

高速、高準確性的稱重模組。針對設備或機器製造
商的需求而量身定製，可輕易進行整合。每秒92筆
經過濾波的重量值透過通訊介面控制系統以確保
快速與準確填充與檢重應用。

快速、彈性且高解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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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780
防爆終端顯示器

IND560X ICS466X

IND570XX IND131/331XX AJB641SX ACM200/500

IND226X SWB505
(0745A/MTB)

SWC515PinM
(SLC611/0782)

SWC615PM
(SLC611D/SLC820)

External
NiMH Ex Battery

APS768X
/APS500

BBA256X MPXI/MPGI

SWC415PinM
(SLC611/0782)防爆終端顯示器 防爆終端顯示器

防爆終端顯示器

防爆磅秤

防爆終端顯示器 防爆接線盒 防爆中繼器

防爆秤重模組 防爆秤重模組 防爆秤重模組 防爆秤重模組

防爆電池 防爆電源供應器
防爆磅秤 防爆磅秤

防爆產品

危險區域稱重

依據中華民國職業安全衛生法，爆炸危險性作業
場所之電氣設備應符合國家標準，並於產品上張
貼合格的安全標示。
請立即下載我們的專業白皮書，教您認識CNS防
爆標準與國際防爆法規，以及電氣設備相關型式
認證制度。

符合TS認證防爆安全標示
您對安全的要求，我們已為您做好準備

} www.mt.com/ts_whitepaper
下載白皮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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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 570
終端顯示器

PBK/PFK
高精度磅秤

PUA579
小地磅

最新的 IND570 重量顯示器，可搭

配應變計或高精度數位式稱重技

術，指定PLC和網絡通信介面，加入

離散I/O控制，結合這些 選擇加上

盤面或桌面、牆面、立柱等固定方

式選項，IND570是您的製程稱重應

用的完美匹配。

增強的填充控制設計，更適用於

解決填充時的浪費以及改善填充

效率。

IND 331
終端顯示器

製程重量傳輸器整合了超快速A/

D轉換和數位濾波功能，體積小且

提供許多製程介面供選用，清晰的

OLED螢幕讓設定 非常方便，同時

也提供接線盒式設計以利於嚴苛

環境和水洗的應用。

另外還有盤面式的螢幕，此設計可

讓整台控制器以盤面方式固定，並

可以分離機體而單獨安裝螢幕，另

外也有桌面/ 牆面固定式的版本可

選用。另外還有盤面式的螢幕，此

設 計可讓整台控制器以盤面方式 

固定，並可以分離機體而單獨 安裝

螢幕，另外也有桌面/ 牆面固定式

的版本可選用。

IND 780
終端顯示器

IND780 Batch重量顯示器，是專門針

對配方製成的最佳解決方案。

透過顯示器的特殊軟體設計，將配

方的過程更加地有效率，並且減少

人為疏失導致的配方錯誤。

搭配磅秤系統或者桶槽秤系統的整

合，將能提供給需要精密配方混和

的客戶最佳解決方案。

梅特勒-托利多最新的PBK / PFK

高精度磅秤系列，秤量選擇可從

0.61 kg ~ 3,000 kg，認證解析度最

高可選配達到 60,000 e.技術領先

業界。

無論是化工行業、製藥行業、食品

行業、危險區域、潮濕環境、高精度

需求等。梅特勒都將會幫助您選擇

最適合您應用的稱重系統。

在您的生產製程中，設備的清潔是

否為很關鍵的一環？如果是，那您

將要好好認識一下秤面可抬升的小

地磅。主要的優勢一覽：

• 節省清潔的時間

• 增加生產的效率

• 確保員工清潔時的安全性

• 設備無清潔的死角

IND466x
本安型防爆顯示器

最新款本質安全的 IND466x 控制

器可 使用於分類為 Divi-sion 1， 

Zone 1 和 Zone 21 的危險區。搭

配高精度的工業磅秤，由於高標準

的防水防塵保護（IP66/67)，讓您

可以在危險區域持續控管您的產

品品質。

稱重顯示器

稱重不再只是稱重

透過磅秤、重量顯示器、閥門、PLC、條碼機、讀碼機
等，稱重的觀念正在不斷 的創新。梅特勒-托利多尤
其走在創新的前端,透過各種稱重系統將會有效的
提升生產的效能，增加產品的品質控管，減少人為
的疏失。不要懷疑立即聯繫梅特勒-托利多，您將能
得到意想不到的解決方案。

我們提供您全面的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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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系列金屬檢測機 RB系列金屬檢測機 ASN系列金屬檢測機 ST/T系列金屬檢測機  GF系列金屬檢測機

Profile增強型金屬檢測機，以直覺的

彩色觸控螢幕操作，為您提供更高的

線上檢測性能，狀態監控與自動平

衡控制之結合，可提供穩定的系統

平台使效能最大化，並減少停機維

修時間。

Signature經典型金屬檢測機，採用薄

膜式按鍵操作，具有最高的線上檢測

精度以及穩定性，保證最佳工作狀態

和生產效率。

適合搭配輸送機，安裝在包裝流水線

過程中或終端，提供有效的金屬異物

檢測，並可實現全自動的剔除。

專門為大包裝產品或是大量散料設

計，提供更有效的金屬異物檢測。

加強式感應線圈，多種高頻率金屬

檢測，幫助靈敏度高度提升，具備

增強的抗干擾和抗震動能力，有效

解決特大號開口卻同時需要高靈敏

度的問題。

配上標準輸送機，RB系列金屬 檢

測機可與材料處理和傳輸系統完全

整合，從而保證每次都能準確地將

受污染的產品和包裝從生產過程

中剔除。

為中小型檢測應用提供了靈活且完全

一體化的金屬檢測解決方案。

ASN9000系列採用Profile增強型金

屬檢測機，以直覺的彩色觸控螢幕操

作，為您提供更高的線上檢測性能。

ASN6000系列採用Signature經典型金

屬檢測機，以薄膜式按鍵操作，具有

最高的線上檢測精度以及穩定性，保

證最佳工作狀態和生產效率。

輸送帶式金屬檢測方案，多種剔除器

型式可選，為生產過程中和生產線末

端的各種食品檢測提供了一種通用、

節約空間的解決方案。

專為與垂直包裝解決方案進行整合

所設計的金屬檢測機，用以檢測食

品加工與包裝過程的移動中自由落

體產品，像是點心、零食、糖果等。

在產品入袋包裝前立即檢測產品

是否含有金屬污染物，克服包裝材

料含金屬成份所造成的限制，確保

達到最高的靈敏度。

方便搭配使用多頭秤重機和VFFS製

袋機包裝線，T與ST系列金屬檢測

機是垂直包裝生產線最理想的解

決方案。

專門為檢測非加壓應用中的自由 

墜落粉末與顆粒產品而設計，高頻

操作與先進的電子濾波技術相結

合，確保了產品線上最佳的金屬檢

測靈敏度。

檢測到金屬時，全自動的高速剔除

器，可將受污染的產品分離。

剔除裝置經過設計，無需使用工具

即可快速和輕鬆拆卸。

Tablex系列金屬檢測機
客製化開口 大包裝或散料適用 標準尺寸開口整合輸送機 喉式用於檢測落下散料 重力落下式檢測附剔除器 檢測藥片、膠囊和藥粉

Tablex系列金屬檢測機符合製藥產

業的嚴格標準和規範，能在完全整

合的藥片、膠囊、藥粉和藥粒之金

屬檢測與剔除需求下，提供終極的

解決方案。 

無以倫比的檢測精度保證能檢測出

各種金屬，包括鐵質品、非鐵質品，

甚至是最難檢測的非磁性不銹鋼。

遵循21 CFR part 11法規而設計和

製造，完全滿足製藥行業的嚴格 

要求。

金屬檢測機

SAFELINE金屬檢測機

SAFELINE是全球金屬檢測機市場的領導品牌，為食品、醫
藥加工和包裝領域提供先進的金屬異物檢測方案，有效確
保金屬汙染物被檢測並從製造過程中剔除。

先進的解決方案 提供全方位保護

在瞬息萬變的市場競爭中，您需要最大化地保障產品品質，保障您的客戶
權利和滿足稽核要求，這就是為什麼您需要梅特勒-托利多SAFELINE的金
屬檢測系統。
有效的金屬檢測機制可及早發現金屬異物，能夠有效減少後端的機器受
損和產量損失的事件發生。更為重要的是，一旦在發貨之後發現存在金屬
汙染物的產品，也許對您會造成無法估計的損失，所以有效的金屬檢測
機制可降低客訴風險和減少金錢及品牌形象損失。
不僅如此，精心設計的金屬檢測機還可以為您帶來生產力的提升和增加
的業務競爭力，並有助於降低整體製造成本，為您帶來更豐厚的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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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33系列X光檢測機
中小包裝的理想之選

X34系列X光檢測機
智慧型最佳檢測

X35系列X光檢測機
所有細節都與眾不同

X37系列X光檢測機
立式硬質容器檢測

X38系列X光檢測機
檢測管路輸送產品

X33檢測系統採用單一垂直X光光

束，並使用新型高靈敏度感應器技

術，並配合低功率(20瓦)之X光產生

器，是檢測中小型包裝產品的理想

之選。

X33系列針對各種包裝產品，如金

屬鋁箔或者塑膠包裝、紙箱、紙袋

和小包裝產品，提供絕佳的污染物

檢測。

主機配備了20W之X光產生器，比傳

統的X光檢測系統使用的發射功率

要低5倍以上。

取決於產品尺寸，X33系列通常每分

鐘檢查多達300個產品，更高的通過

量也是可能達成的。

X34檢測系統是專為小型與中型尺

寸之包裝產品所設計的單生產線解

決方案。這款系統提供自動化的產

品設定，並結合智慧型的軟體，能

夠提升生產運作時間，降低維護成 

本，並增加檢測靈敏度。

X34系列可以在最低的錯誤剔除率 

(FRR)下，提供極致的產品安全和完

善的檢測靈敏度。

本設備具有X光產生器自動優化功

能，並結合0.4 mm高解析度感應

器，能夠自動調適並檢測出各種難

以找到的小型污染物，以提升產品

安全並同時降低營運成本。

X3 5 檢 測系 統 是卓越 和技術先

進的X光系統，旨在檢測大中小

型包 裝 產 品。利用全 套 的 檢 測

工 具 檢 測 污染 物 的同時，還可

執行產品完整性檢測，無論產品

的尺寸、形狀還是其所在位置。

X3 5系列是檢 測中小型 產品的

理 想 選 擇，擁 有卓 越 的 污染 物

檢 測 能 力。多 種 產 生 器 功 率

(20W，100W，300W和420W)

可 供 選 擇 用 於 各 種 應 用 。

其巧妙的設計和核心部件是獨立

開發完成的的，系統每分鐘可高速

檢測多達1,000個產品，適用於單

通道和多通道應用的各種產品。

X37檢測系統是適用於立式硬質容

器檢測，是現今市場上最先進的X

光檢測系統，為食品和藥品製造商

提供可滿足獨特應用需求、適應性

極強的解決方案，幫助客戶在生產

上更具有競爭優勢。

全系列檢測工具能夠檢測產品是否

有污染物，同時進行產品完整性檢

查，例如分區品質檢測、產品計數、

監控填充量、檢測包裝損壞等功

能，根據產品和應用，可以檢測每

分鐘高達1,200件產品。

X37檢測系統提供多種不同型式，

包含垂直射線或斜照射線設計、單

光束或雙光束設計，目的在增強檢

出死角能力，功效強大到可以確實

檢出鐵罐中之金屬污染物或玻璃罐

中之玻璃污染物。

X38檢測系統設計用來檢測管線輸

送產品，通常是液體、漿料或者是

固液態混合物。

單光束垂直 X光系統，用於檢測液

體、漿料中所含有的金屬、礦石、鈣

化骨、玻璃和高密度塑膠、橡膠等

污染物。

取決於不同應用，該系統能夠以每

小時最多加壓輸送14噸產品的速度

進行檢測。

系統設計厚實，適用於IP69防護等

級的嚴苛沖洗環境，冷卻空調系統

同樣具備IP69防護等級。

X39系列X光檢測機
檢測未包裝冷凍成形產品

X39檢測系統專門用於檢測未包裝

的冷凍產品，如漢堡包，雞塊和烘

焙麵包等產品。

該檢測系統確保您的散料產品不含

污染物和有任何產品缺陷，幫助您

符合食品業標準。

自動化檢測能力可以檢測高密度的

污染物，包括鈣化的骨頭、玻璃和

金屬，並且在高速產線情況下估算

產品質量和鑑測形狀缺陷。

專門設計用於檢測預成型產品，即

使它們被隨機放置在輸送線

上，並分佈多達6道，每分鐘通過量

達3,000個產品，都能順利檢測。

X光檢測系統

SAFELINE X光檢測系

SAFELINE製造的X光檢測系統，適合檢測食品業、製藥業及相
關行業的各種各樣的產品，以確保產品安全和品質。該系統
能檢測有色金屬、不銹鋼以及其他異物如玻璃、石頭、骨頭等。

超越傳統異物檢測科技
讓安全和品質變得更簡單

專為檢測各式各樣包裝產品所設計，解決金屬檢測受限於包裝材質的困擾，
X光系統提供自動化的產品設定，並結合智慧化的軟體，提升生產運作時間，
降低維護成本，增加檢測靈敏度，在最低的錯誤剔除率 (FRR) 下，確保你的
產品中不含汙染物並呈現給終端客戶最好的品質和保障您的品牌。
全系列設計採用不銹鋼材質，並且防水防塵，易清潔維護，大幅度的提升生
產線正常運作時間，除了異物檢測，X光系統可以執行的品質檢測項目包括：
質量檢測/計數/填充液位監控/在包裝產品中檢測產品缺失或損壞/檢查包
裝外觀是否有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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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2/C16小秤量檢
緊湊、可靠、經濟

CM12金檢重檢複合機
可靠的關鍵品質控制點 大秤量的檢重應用

C12和C16小秤量自動檢重機在緊

湊系統中實現了可靠性和精確秤

重的完美結合，於檢重機前端的

6.5"觸控式螢幕提供了友善的操作

體驗，支援繁體及簡體中文、英文

等眾多語言，應用範圍大幅擴展。

C16檢重機秤量範圍可選1~600g

或10~6000g, 最快檢測速率達每

分鐘300件產品，動態精度高達

±0.1g。

C12檢重機秤量範圍為10~6000g, 

最快檢測速率可達每分鐘200件產

品，動態精度可達±1g。

C12和C16檢重機採用模組設計，

提供多種機械、軟體選配功能，可

滿足客戶實際應用需求，提供包括

USB、RS232、Ethernet、Fieldbus等

多種秤重資料連線輸出介面。

CM1200金檢重檢一體機，完美

結合最新的金檢和自動檢重技

術，最小設備長度僅1.05m，可有

效節省空間 30%，在緊湊的空間

內，提供安全、穩定、可靠的零金

屬異物和重量達標的雙重保障，

為食品、飲料等行業提供全面的

檢測解決方案。

檢重機最大秤重範圍至6,000g，

最高通過量可達200件每分鐘，

動態精度可達±1g。

整合最新高精度金屬檢測機，對

乾燥和濕潤產品均能保證卓越的

檢測精度，通過資料訊號整合，

生產狀態和設置可在6.5"觸控螢

幕統一顯示和管理。

C1200-40/100大秤量自動檢重機

結構設計緊湊可靠，最大秤重範

圍分別可至40kg和100kg，根據版

本和秤重範圍不同，最高通過量

可達120件每分鐘，動態精度可

達±5g。

模組化設計，針對不同應用的版

本提供多種機械、軟體功能選

配和非標準設計，滿足客戶實際

需求。

提供包括USB、RS232

、Ethernet、Fieldbus的多種秤重

資料介面，並支援接入ProdX整合

監控系統，為客戶的自動化生產

和系統整合提供有效的便利性。

C21精準型大秤量自動檢重機

最高輸送速度為每分鐘90米，

採用應變計式荷重元，根據所

選秤重技術不同，最大秤量有

30kg/50kg/80kg多種可選。最高

通過量可達100件每分鐘，且秤

重準確性高，動態精度可達從

±5g至±10g，是高效與可靠的大

秤量檢重應用之最佳解決方案。

該系列自動檢重機具有可靠的準

確性，可在眾多工業生產環境中

使用，尤其適用於需要對單個大

型產品進行100%全面重量控制

的大重量秤重應用。

所有操作均通過位於輸送機前

端的7"多語言觸控式螢幕執行，

最大限度的提高操作人員的安全

性。

C21檢重機
精準的大型動態秤重

C23檢重機
穩定高速的大秤量檢種

C31檢重機
可靠的準確性

C33檢重機
優異的檢種性能

C23優選型大秤量自動檢重機的

最高輸送速度為每分鐘150米，

採用應變計式或電磁力補償荷重

元，根據所選秤重技術不同， 最

大秤量範圍有30kg/50kg/80kg多

種可選。最高通過量可達150件

每分鐘，並且秤重準確性和穩定

性極高，動態精度可達從±5g至

±10g，在重載自動秤重技術方面

首屈一指。

可在極端惡劣的工業生產環境中

使用，本產品經過設計可滿足最

嚴苛的系統整合要求，並可用於生

產線末端的完整性檢驗以及對單

個大型產品的全面重量控制。

所有操作均通過 位於輸送機前端

的12"多語言觸控式螢幕完成，符

合歐規的安全設計確實減少了操

作人員的危險性。

C31精準型小秤量自動檢重機每分

鐘可處理多達200包，秤重範圍為

20g至6kg，並且秤重準確性高，動態

精度可達±0.5g，提供多種輸送機

與操作選配，確保以最佳方式輸送

瓶子、托盤、罐子等開口產品。

為了最大限度提高操作人員的安

全，採用位於檢重機前部的7"多語

言觸控式螢幕作業系統，因此是高

效與可靠秤重應用的最佳解決方

案。

可使用100餘種提升性能與生產效

率的選件配置，通過專用導軌最有

效處理產品和確保最高準確性。

C33優選型小秤量自動檢重機

每分鐘可處理多達300個包裝，

秤重範圍為7g至7.5kg，並且秤

重準確性極高，動態精度可達

±0.05g，在自動秤重技術方面首

屈一指。

這款自動檢重機具有穩定性能，

可在需要全面控制重量的所有工

業生產環境中使用，尤其是在需

要滿足嚴苛應用要求的環境中，

專用輸送機與操作選配件可確保

以最佳方式輸送瓶子、托盤、罐

子等不穩 定或開口產品。

為了最大限度提高操作人員的安

全，採用位於檢重機前端的12"多

語言觸控式螢幕作業系統。

C35卓越型小秤量自動檢重機每分

鐘可高速處理多達600個包裝，秤

重範圍為3g-10kg，並且動態秤重

準確性可高達±0.01g，在自動秤重

技術方面為業界翹楚，無其他產品

可與之相較。

本產品具有出色的精確性與多功

能性，可在需要完全控制重量的所

有工業生產條件下使用，尤其是在

嚴苛與複雜應用要求的環境下。

專用輸送機與操作選配可確保以

最佳方式輸送瓶子、托盤、罐子等

不穩定或開口產品。C35卓越型自

動檢重機 可提高生產線性能與確

保品質， 支援所有現行全球食品

安全標準與法規要求。

C35檢重機
卓越精確且應用廣泛

C12-40/100檢重機

自動檢重機

GARVENS自動檢重機

獨特的模組化設計搭建了一個極為靈活的平台，為食品、製
藥與化工業的任何線上生產動態秤重提供絕佳解決方案，
GARVENS自動檢重機還可與其他產品檢測技術相結合，例
如整合金屬檢測、X光檢測與視覺檢測於一體，從而設計出
占地空間極小的複合檢測來解決客戶問題。

超越顛峰的動態秤重能力
全力支援您的產品檢測

GARVENS自動檢重機與組合系統符合全球食品安全與製藥標準、法律法
規要求，由遍佈全球的服務網提供售後服務和支援。
標準選配系列包括多達 250 種軟體與產品處理裝置，提供多種材質(例如
高品質不銹鋼)與專用輸送機可供選擇，可在潮濕、乾燥與惡劣生產環境中
發揮卓越性能；選配中還提供十種以上資料通訊標準，例如乙太網路、現場
匯流排、OPC 技術，可實現與資料庫的無縫對接；高度的模組化特點，可根
據生產過程、包裝類型與技術所帶來的變化進行升級，並且支援工業4.0與
物聯網整合的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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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特勒-托利多客戶服務部門
提供您完整的設備服務
我們提供您的設備在整個生命週期期間內的支援和服務，從安裝、預防
性維護和校正到設備維修皆涵蓋。我們在這些領域的能力有助於提供您
高效服務。這是我們通過效率來控制成本的能力，也是我們與其他廠商
不同之處。

選擇梅特勒-托利多，您選擇了最精確和最可靠的設備，我們希望確保您
對於設備整個使用壽命期間內的絕對滿意。了解更多我們提供的服務專
業，以及我們在產品生命週期各個階段所能為您提供的優勢。

我們的驗證服務可以幫助您更進一步確保您的設備以最佳、安全且符合法規下運行。除了評估設備之外，

真正的驗證還將確保設備安裝所在地符合其預期目的，同時操作人員也獲得設備功能、清潔程序和基本診

斷的培訓。

專業設備驗證為您提供：

• 通過標準化校正和效能驗證程序的實施，達成文件檔案化效能

• 藉由優化的驗證方法，達成測試成本節省

• 專家所支持的測試開發，確保設備始終依照製程要求執行

• 日常運行支持，保護您的投資並確保長期數據安全和全面預算控制

我們的儀器符合最高的技術標準。您有注意到您最重要的效能確保需求嗎？

IPac 
標準驗證

適 用 於 管 制 行
業，需要確保產
品安全和始終如
一的高品質。

EQ Pac 
全方位驗證

適用於高度管制行
業，產品安全和將
稽核失敗風險降到
最低是至關重要。

設備安裝

依照標準化程序和操作檢查進行文件檔案化安裝
 

標準系統配置

設備設置，以滿足您的基本應用程序需求
 

用戶熟悉

針對操作人員和維護人員進行教育概述
 

安裝驗證

位置和配置的登錄簽署，符合規範環境要求
 

操作驗證

功能和性能測試的登錄簽署，符合規範環境要求
 

效能驗證

完整的測試和文檔，提供生命週期支援符合規範環境要求


文檔

設備驗證的文件檔案證明
標準 綜合

初始校正

各種程序和證書，得以滿足品質體系、行業和法規要求
依照需求選擇

Pa
c專業安裝 - 從一開始便正確安裝

您期望您的新設備從一開始就能滿足所有要求。我們受過培訓的服務工程

師會根據製造商的要求來安裝您的設備，然後進行實用的操作人員培訓。確

保您的安全常規操作，讓您從一開始就能滿足品質和法規標準。

正常運行時間

您需 要 每 分 鐘的

正常運行時間。意

謂著 要 防止 設備

故障、零件失效和 

「磨損」問題。

效能

通過定期預防性維

護，您可獲得一致

的精確結果，避免

意外停機並節省資

金。

合規

無論您是根據 ISO 
9001 還是嚴格的藥
物法規運作，都需要
有文件檔案化測試
程序和可接受的校
正認證。

專業

確保您獲得測量技

術、法規和應用相關

的培訓和諮詢。

快速介入和周轉時

間，對於滿足您的裝

運和交貨日期至關

重要嗎？

您的測量結果符合

產能、品質和法規要

求嗎？

您測量設備的精度

是否符合您的品質

要求？

您知道如何應用計
量學概念、安全程
序和食品及製藥標
準來優化您的製程
嗎？

客戶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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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室設備 校正 服務內容 備註

天平系列 

• 外部清潔

• 重量測試(角偏、線性、重覆性)

• 性能調整

• 天平標準認證報告書(SCC)

• 標準件追溯報告

可加價升級為

- TAF 報告

- GWPV 優良稱重規範驗證

鹵素水份儀 

• 外部清潔

• 重量測試(角偏、線性、重覆性)

• 性能調整

• 天平標準認證報告書(SCC)

• 標準件追溯報告

鹵素水份儀 *預防性保養(PM)  • 內部清潔

酸鹼度計
電導計



• 主機電位測試

• 電導度標準電阻測試

• 溫度標準電阻測試

• pH 標準認證報告書

• 標準件追溯報告

可加價升級

- 緩衝液測試校正

自動滴定儀 

• 外部簡單清潔

• 主機電路板、電導度電路板、感測器輸

入、產生器輸出等校正

• 滴定管推升器校正

• 滴定管體積校正

• 滴定儀標準認證報告書

• 標準件追溯報告

可加價升級

- GSST 標準品測試

自動滴定儀 *預防性保養(PM) 
• 外部結構檢查

• 內部機械結構檢查及清潔

• 功能測試

• PM檢查表

熱分析儀 

• 外部簡單清潔

• 標準品溫度測試

• 系統調整校正

• 軟體元件維護

• 熱分析儀標準認證報告書

• 標準件追溯報告

製程設備 校正 服務內容 備註

工業磅秤/桶槽 

• 簡易清潔

• 重量測試性)

• 性能調整

• 天平標準認證報告書(SCC)

• 標準件追溯報告

可加價升級為

- GWPV優良稱重規範驗證

金屬檢測機/重量檢測機/X光檢測機 

• 外部簡易清潔

• 初步操作測試

• 出廠設定和系統檢查

• 選購功能測試

• 重量測試 (重量檢測機適用)

• 測試片測試

•  效能驗證報告書(PV)

•  標準件報告

線上型電導度計 
• 傳輸器標準電阻、溫度輸入校正

• 感測器電極常數校正

• 標準認證報告書

• 標準件追溯報告

*預防性保養(PM)可單獨選購項目

客戶培訓服務與應用支援

基礎操作教育訓練

對象：現場操作人員

盡可能高效地操作您的設備，

並為您的用戶提供專業知識。

品質控管教育訓練

對象：QC 人員

支持您的品質確保計劃，並識

別且避免可能的危害。

機械基本維護教育訓練

對象：工務部門

避免意外停機，並輕鬆進行設

備維修。

充分利用您的設備，我們的綜合培訓課程為您提供所需技能，讓您能夠在日常使用設備時
更有效率。優化獲利能力、符合適用的法規和標準，以及設備使用壽命延長，都是一個公
司成功的關鍵。在梅特勒-托利多，我們相信培訓在維持這一過程和效率最大化中扮演重
要的組成部分。

培訓量身定做您的需要

我們的專家針對特定設備類型和用戶開發了一系列不同的教育訓練，以幫助使用者全面了

解他們的儀器，以保持他們的過程運行達到最大效能。

培訓模塊內容：

合約服務

保固
校正合約 
( > 2 年 )

標準合約 
全方位合約 

延長保固合約

優先服務    
一年一次校正或 PV 服務 
一年一次預防性保養(PM)  
免維修工資及交通費   
免維修零件費用  
維修工資優惠  
零件或消耗品優惠   
電話維修問題諮詢    
儀器基礎操作教育訓練  

* 標準服務時間：週一 ~ 週五：8:30–17:30，不含例假日

如需相關服務或有任何疑問，歡迎致電梅特勒-托利多台灣分公司

客戶服務專線：02-26578898 ext.218

客戶服務 Email：MT-TW.Service@mt.com

校正/ 保養/ 教育訓練與合約



GWP™優良稱重規範

全球通用的稱量準則

作為專業稱重測量產品的領導者，梅特勒-托利多針對客戶的需求

研發了一套稱量管理系統的應用程序–Good Weighing Practice™ 幫

助我們的客戶解決稱量管理中遇到的所有難題。

GWP®擁有需求評估、儀器選擇、安裝認証、校準服務及日常操作五個
步驟全面建議：

5、日常操作

系統化的日常檢測，實驗安全的操作、精確的稱重。透過遵循 
GWP® 規範，您可以獲得量身定製的建議，實現以最低成本獲得最佳
的稱量結果。

1、需求評估

2、儀器選擇

3、安裝認證

4、校準服務

台北總公司
台北市內湖區瑞光路618號8F
TEL: 02-2627-1088　FAX: 02-2627-7369

台中分公司
台中市西屯區朝富路213號22樓-2
TEL: 04-2252-5037　FAX: 04-2252-5057

高雄分公司
高雄市楠梓區德民路220號

TEL: 07-365-1388       FAX:07-365-1399 

www.donho.com.tw
Mettler Toledo授權經銷商|Lecroy授權經銷商
FLIR 授權經銷商  |HIOKI 台灣總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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