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moothneer-6
金相自动磨抛一体机

稳定、一致、再现
一台颠覆使用习惯的磨抛机……

●双柱结构，坚固耐用
●方法数据库
●自动加液系统
●中心 & 单点加载一体

平整先驱
强大的试样磨抛可靠性和再现性



坚固耐用的结构设计 Smoothneer-6

机身框架结构 外壳加厚线条设计

基座 AlSiMg 合金
加厚全铝下转盘

灵动外形，加厚坚固

外壳采用加厚优质工程塑料，坚固但不冰冷。刚柔相济
线条设计，棱角分明现代感极强。

双柱坚固结构，高性能导向系统

机身采用与底座直连的框架式双柱结构，确保样品夹持
器的刚性自然延伸，和整个设备的牢固程度。高性能导
向系统，保磨抛头的 X 方向平滑移动并自动。
因此，在完美制备平整的试样时，噪声降至最低。

优越机械强度，不生锈，耐腐蚀

设备基座采用高强度铝合金制作而成，机身坚固，不生
锈耐腐蚀。加厚设计的全铝下转盘，支撑和转动更显平
稳，同时大质量的底盘具备足够的热容对冲温升，能防
止样品粗磨时的过热现象。

锥形底
磁性工作盘（下转盘）

易于取出，易于清洗，可快速更换接水碗

硬件设计坚固稳定耐用，极大地延长设备的运行寿命，
为用户提供可靠的样品制备结果。

框架双柱，寿命更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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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oothneer-6 的磁性下转盘为锥形底结构，能始终保
持长时间旋转的稳定性，同时很容易取出，方便快速更
换接水碗。它的厚度和重量相对于传统机型的工作盘更
大，因此在高速运行时，表面的温度维持更低。磁性的
工作盘可以磁性吸附各种金属刚性盘。



巧妙人性的细节设计 Smoothneer-6

体贴入微的细节关注，让制样更省心
好产品在于好细节，Smoothneer-6 的先进智能不仅能为用户提供轻松简易的制样
过程，更能给予经济高效的制样可靠性。

保护敏感型试样

夹持器的便捷装卸

* 磨削率感应控制

柔性照明

磨抛头 X 方向水平移动和自锁

轻松放入和移除样品

夹持器旋转方向顺逆可调

精确启停控制

启停柔性压力加载

预加液设计

可对于每个试样以单点加载最小压
力 5N、中心加载最小压力 20N 的
力进行研磨和抛光，避免损坏小尺
寸或敏感型试样。

避免磨抛步骤间的交叉污染是保障
制样效果的关键所在，通过点按黑
色按钮即可完成夹持器的装卸，使
得夹持器能得到与样品同等的清洁
度，清洗效果更彻底。

内 置 磨 削 率 感 应 器， 可 测 量
50~5,000μm 范围内的磨削量，最
大程度地缩短研磨时间并确保充分
去除材料。

LED 灯带设计，可以全方位照亮工
作区域，敞敞亮亮的干活。

通过按键实现磨抛头的 X 方向左右
平移并自锁功能，适应不同尺寸工
作盘的同时，最大化利用了磨抛耗
材。

夹持器的半圆设计和起始点设计，
便于快速轻松地放入和移除试样。
按下按钮时，夹持器即也会旋转 
180°，便于拿取试样。

试样夹持器以与制备期间下转盘相
同的方向（逆时针）自动旋转，从
而实现最佳结果。对于特殊应用及
使用氧化物悬浮液进行的抛光，只
需将旋转方向更改为顺时针即可将
悬浮液保持在下转盘 上。

精确的启停控制，确保最佳制备结
果，防止出现潜在的试样损坏。

特别开发的上下转盘柔性启停技术，
以及柔性压力加载技术，都在用心
呵护您的试样免受冲击。

磁性盘在预加液时转速较慢，因此
悬浮液 / 润滑剂可均匀地分布并保
持在磁性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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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加载&单点加载 合于一体

方法数据的储存与调用

Smoothneer-6

Smoothneer-6

更多样品制备，更佳平整度。
一键轻松切换中心 & 单点加载方式，意味着设备可实现更好的平整度。

按键轻松切换 更佳平整度

中心加载巧妙的校平器

不同尺寸样品制备

点按磨抛头上黑色按钮，夹持器可轻松
切换。

中心和单点加载方式各有其特点，不同
材料、不同制备步骤的加载方式有讲
究，两种方式合于一体意味着更佳的平
整度。

中心加载装夹的平整对于试样制备的平
整度尤为重要。
根据样品的厚度，校平器设有正反面两
种不同深度，为方便锁紧，校平器配有
一定高度的校正台。

中心加载可制备不同尺寸样品，两种方
式一体，意味着能在同一台机器上实现
更多不同尺寸样品的制备，免除您在各
类设备中来回切换的烦恼。

正确制备的数据记录很重要
将正确的方法记录保存下来，便于后期的再次调用，保证了效果的重复性和再现性。

提高可再现性

* 数据密码分级保护

帮助您快速上手

自由设置参数

Smoothneer-6 系统可存储多达 36 种制备方法。您的专属制样方
法可以一键储存，随时调用，确保您总能得到完美如一的制样效
果。

程序界面可对设定好的制备方法进行分级加密设置，以防止误操
作带来的方法丢失，同时便于管理。

Smoothneer-6 包含多种制备方法，涵盖所有主要材料类别。致
力于实现最佳性能，帮助您立刻开展工作。

用户可根据材料特点编写量身定制的制样程序。
在 Smoothneer-6 中，用户可以自由设定样品旋转方向，上下转
盘转速，加载压力，偏摆距离，磨抛液的组合与滴注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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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省并实现最大可再现性
精准可控的磨抛液 / 润滑液的滴注速度和用量，使得制样结果更具再现性、成本更低。

可再现性更大，成本更低

自定义液体用量 自动管道清洁，避免堵管

泵校准功能

管道清洁十分省时自动加液功能可调节所施加的悬浮
液 / 润滑剂量，以提高可再现性并
控制耗材的人为浪费。

程序控制的加液系统，能实现磨抛
液的精准滴注，并支持多种磨抛液
组合加注。磨抛液（金刚石 / 氧化
物抛光液）根据需要可扩展至 8 种。

Smoothneer-6 对每一个加液泵都
拥有反向自动清洁功能。泵管内的
液体反抽回到瓶内，并通过使用自
来水清洁加液泵后面到喷嘴的一段
管道，拒绝堵管，保证管内清洁畅通。

启 用 新 包 装 时， 只 需 校 准 泵，
Smoothneer-6 即可每次完全相同
的加液。各种材料制备方法都可获
得相同的制备结果。

Smoothneer-6 配置有自动清洁功
能，可对加液瓶和加液喷嘴之间的
软管进行冲洗，进入“维护”菜单，
并选择“清洁输液泵”，然后按照屏
幕指示选择需要清洗的对象，即可
快速完成清洁。

精准的 自动加液设计 Smoothneer-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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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 能 强 大
便 捷 高 效
一 机 搞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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柔和照明
LED 灯带设计，全方位照亮制备区域，
以便清楚跟进制备流程。

* 易于清洁
可移除式接水碗便于轻松清洁和收集未
冲入排水管的碎屑。

10 寸液晶触控 + 软键盘控制界面
采用应用商店式的触屏人机界面，化繁
为简、直观易懂，制样可以更轻松一点。

高性能导向系统
保持夹持器的平滑移动

高强度铝合金基座
机身坚固，耐腐蚀

可定制设备颜色
让金相生动起来

快速放置 / 移除
中心锥体方便更快更轻松地使用 MD 磁
性盘。



Smoothneer-6

自洁功能
设备自带的自洁功能可以快速清除附着
在磨抛底盘上的各种磨屑，使盘面保持
清洁干爽，避免污染下一步磨抛工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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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液系统
程序控制的加液系统，能实现磨抛液的
精准滴注，并且支持多种磨抛液组合加
注，磨抛液种类可扩展至 8 种。

下转盘自动清洗甩干功能
按下按钮，磁性盘将以最大速度旋转，
从而去除清洁后留在制备表面的多余水
分。

夹持器的便捷装卸
样品夹持器的便捷装卸支持用户将夹持
器与样品一同清洗，清洗效果更加彻底。

刚柔相济线条设计
棱角分明，灵动活泼

大质量底盘
足够热容防止过热 

加厚设计全铝下转盘
支撑和转动更显平稳



上海川禾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免费咨询热线：400-099-7576
电话 /Tel:         +86-21-34686739
传真 /Fax:        +86-21-34320902
地址 /Add：    上海青浦区 崧秋路 299 号 3 楼
E-Mail:            truertech@163.com
Web:               www.truer.cn

基本参数信息

常规装箱

说明：带 * 项表示为选配功能。

Smoothneer-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