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纺织专用天平

稳定快速 专业检重

C K W系列检重台秤、仪表，拥有称重范围检重、允差范围检重、百分比范围检重、检重信息存
储、称重数据统计、GMP数据追溯等功能，可被广泛使用于食品、医药、化工、包装、物流等领

域，是一款集快速稳定、易于清洗、操作简单、坚固耐用等多种特点为一体的专业检重设备。

产品特点：

●	分度数－－显示分度数最高可达到20000
●	防水结构－－符合 IP66 的全不锈钢结构，使用IP67的不锈钢传感器

●	食品安全设计－－获得NSF认证和USDA认证，符合HACCP体系

●	操作简单－－一键检重设置功能，可根据目标样本设置称重范围、允差范围或百分比范围检重

●	检重指示－－3种颜色、24段LED检重指示器，并可开启蜂鸣器警报

●	检重模式－－普通检重，负值检重，零点检重

●	库功能－－可储存20条称重信息，包括：产品编号(产品名称)、预置去皮重量、目标重量、
   检重上限值、检重下限值

●	统计功能－－进行总数目、总质量、平均值、标准方差的统计

CKW
检重台秤&仪表 



操作简单  设置快速  功能强大

●	精确的分度值

	 ◆	仪表最大显示分度值可到20000，稳定时间小于2秒

●	快速的目标设定

	 ◆	使用专有的目标值设置键和数字键进行快速的检重设置

●	随心所欲的进行检重设置

	 ◆	普通检重－可应用于分包、包装

	 ◆	负值检重－可应用于整箱分包

	 ◆	零点检重－可应用于分类、分级

	 ◆	目标允差检重－允差即可被设置为具体重量值，也可设置为目标值百分比

●	强大的去皮操作

	 ◆	可使用专有的去皮按键或外接设备(如脚踏开关)进行去皮操作，也可设置自动去皮、预置去皮

●	可进行多种方式的预警功能设置

	 ◆	可对三种颜色、24条LED检重指示器进行多种显示方式设置，也可关闭

	 ◆	LED显示屏可根据检重条件设置而闪烁、也可关闭

	 ◆	蜂鸣器可根据检重条件设置进行蜂鸣报警，也可关闭

	 ◆	可外接预警设备如：检重指示灯

●	人性化的管理功能

	 ◆	可使用软件硬件配合完全锁定设置、防止篡改

●	GMP数据追溯和传输

	 ◆	可使用标配的RS232接口传输GMP追溯数据(时间、日期、用户ID、仪表ID、项目ID)，也可使用选配  
 RS485/RS422接口连接于产品追溯系统中

CKW 检重台秤&仪表

4种容量、三种台面尺寸可供选择 裸露处无沟槽的圆滑设计，能有效的
减少残渣堆积，符合食品安全标准

铰接式前盖安装，维修方便



防尘防水外壳
可达IP66的防尘防水等级

内置容量标签

数字键盘输入

专有的检重输入按键
可进行范围、目标值的百分比、允
差设定

功能锁定
硬件和软件双重锁定，防止篡改数据

电源
100-240VAV直插电源，
可选配镍氢充电电池

全面的接口选择
标配RS232接口，并可选配RS422/485
接口、脚踏开关和AC/DC继电器等

仪表观察角度调节
使您获得最佳观测角度

不锈钢立柱
减少食物残渣堆积

过载保护
秤体六点过载保护

防滑橡胶秤脚
保证可靠性和精度要求

紧凑型秤体
节约生产空间

加宽的台面侧边
有效防止水进入秤体底部、
保护传感器

不锈钢秤盘
耐磨、防腐、易于清洗

操作简单
分层式菜单导航、方便设置

其他特点
自动去皮、接受时自动去皮、可
编辑数据输出、统计样本总数、
总质量、平均值、样本方差

蜂鸣器警示
可根据检重条件设置蜂鸣

负值输入
可进行负值、零点、净重检重

多种称重单位选择
kg, g, lb, oz, lb:oz, %

稳定时间
小于两秒

显示屏显示控制
可进行亮度设置、空白设置或根
据检重条件设置显示屏闪烁

检重指示器
3种颜色，24条LED检重指示器

●	奥豪斯全球用户的广泛认可

●	优异的精确性和重复性

●	食品卫生安全设计
符合HACCP认证体系



选件

脚踏开关 71173378
镍氢充电电池套件 80500666
DC继电器 80500669
AC继电器 80500667
RS422/485 80500668
台式/墙式安装支架 71167964

墙式安装

台式安装 轮廓尺寸图

奥豪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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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豪斯公司保留修改的权利。
如有变更，恕不另行通知。

CKW 检重台秤&仪表

奥豪斯仪器  OHAUS INSTRUMENTS
地址：上海市桂平路471号7号楼6楼
邮编：200233
电话：(021)64855408
传真：(021)64859748
http://www.ohaus.com
客户咨询邮箱：inquirychina@ohaus.com
 售后服务邮箱：ohausservice@ohau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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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号-系列 XK8101(Defender系列)
产品描述 CKW55ZH
最大显示分度值(d) 20000
认证分度值(e) 6000
称量单位 kg, g, %
功能 静态称重，检重，数据统计
显示屏 20 mm字高，6位，7段 LED可控背光
键盘 7-功能键，12-数字键
外壳材料和防护等级 不锈钢IP66
传感器激励电压 5V DC
传感器输入灵敏度 最大3 mV/V
稳定时间 小于2秒
自动零跟踪 关闭，0.5，1或3d
零点范围 2%，18%或满量程
满量程标定 1 kg或1 lb至满量程
外观尺寸(长x宽x高)(mm) 230 x 75 x 217
净重(kg) 3.0
运输重量(kg) 4.6
电源 100-240 VAC/50-60 Hz ，直插电源，选配镍氢充电电池
接口 双向RS232，外部选配：RS422/485，AC/DC继电器输出

型号-系列 Defender系列
产品描述 CKW3R55ZH CKW6R55ZH  CKW15L55ZH CKW30L55ZH
最大秤量x显示分度值 3kg x 0.0005kg 6kg x 0.001kg  15kg x 0.002kg 30kg x 0.005kg
最大秤量x检定分度值 3kg x 0.001kg 6kg x 0.002kg  15kg x 0.005kg 30kg x 0.01kg
最大显示分度 1:6000 1:7500 1:6000
立柱   304不锈钢管300 mm安装高度
净重(kg) 8.7 9.8  11.9 12.9
运输质量(kg) 12 13  15 16

CKW轮廓尺寸

型号 A B C D E
CKW3R55ZH 459 mm 254 mm 335 mm 231 mm 84 mm
CKW6R55ZH 459 mm 254 mm 335 mm 231 mm 84 mm
CKW15L55ZH 459 mm 305 mm 383 mm 231 mm 84 mm
CKW30L55ZH 459 mm 305 mm 383 mm 215 mm 92 m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