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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力支持客户发展与进步

CP Foods 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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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盈利能力的内脏和禽爪加工方案
从人工到自动
Charming Food
的空冷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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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几年里，Marel Poultry 逐步在中国站稳脚跟，并曾在一
年内取得多个重要的大型项目。现在，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
论：Marel Poultry 在提供中国客户所需的定制化解决方案和创新方
面选择了正确的方法。在未来数年，Marel Poultry 将扩大其在当地
的销售、服务和备件业务，以此进一步改善面向中国加工商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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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 Foods 集团选择
Marel Poultry
  Marel Poultry 提供的自动化系统
可提高清洁度，打造干净的加工环
境，减少细菌污染。此外，得益于自
动化，我们还可以引入计算机系统跟
踪和追溯家禽从棚内养殖到加工包装
的整个过程。这种可追溯性有利于加
工商控制整个系统，为消费者提供卫
生、安全、优质的产品。
节约劳动力
在中国，大部分家禽加工工序是
人工完成的，如掏膛、切割、剔骨和
包装。这些均属于劳动力密集型工
序，需要大量工人。Marel Poultry 提
供高质量且持久耐用的系统，这些系
统经济实惠，不仅可以生产出优质产
品、降低劳动力成本，而且能够按照
中国的加工要求运转。
通向成功之路
与现有的人工流程相比，Nuova
自动掏膛系统能够将工人的数量减少
75%。这正是得益于高效的自动化掏

膛流程与 Stork Poultry Processing
专门针对中国内脏器官流水线加工引
入的独特概念的结合。内脏及其他部
位（如肛门、肠子、心、肝、胆囊、
禽胗和嗉囊）通过高架输送线的内脏
包吊架在产线上掏取，之后持续供给
单独部位产品，以进行检测、清洁、
预冷和包装。这使得加工商能够大幅
减少所需的工人数量，更好地控制流
程，实现更高的产量和吞吐量，以及
确保达到国际标准的更高的产品质量
与卫生和清洁度水平。简言之，这就
是一条通向成功之路！
在不久的将来，我们有信心带领
中国客户走向成功。Marel Poultry 将
秉承一贯的动力，专注于创新、质量
和服务，不断在中国投资，帮助您取
得成功。

anTon de Weerd，
Marel Poultry 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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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人工加工发展为自动加工
您想在中国开设家禽加工厂或者想提高自己当前的
加工产能吗？或者，您希望使当前流程中的部分人工工
序实现自动化吗？Marel Poultry 致力于开发、生产、安
装和维护适用于任何加工产能的解决方案。我们的系统
采用模块化结构，可以随着产能的增加而不断扩展。当
需要更多自动化操作时，您只需要在现有人工流程中加
装相应的设备即可。
仅限于实际掏膛操作（取出内脏包），
而且还延伸到切肛机、开肛机、掏膛
机、颈皮修整器、去油机、最终检查
机（真空吸肺机）、内/外清洗机等更
多机器。
完成所有这些后续工序后，产品
即准备好进入预冷、切割及所有其他
可能的加工工序。
分割和剔胸自动化

与人工家禽加工相比，自动化加
工具有以下几项优势：更高的产能；
更高的生产效率；经过物流优化的更
一致、可控流程；以及高价值、高产
量的最终产品。

分割、剔除胸肉等将整体加工成
更小的产品，一直以来被认为是非常
耗力的工作。但是，即使再多的分割
工人，也无法再跟上工业化分割解决
方案的速度和质量。Marel Poultry 已
经成功地将人工操作完美转换成机械
动作。设备结合软件驱动的控制机
制，完美地复制了人工工作，但速度
和准确性却显著提高。这种成功的转
换包括 Stork ACM-NT 模块化切割系
统、Stork FHF-XB 前半胴体剔骨系统
和 Stork AMF-BX FlexControl 剔胸肉系
统等。有了这些解决方案，加工商再
也不必雇用如此多的（熟练）工人来
切割和剔骨。

高效、可靠和高盈利能力
无论您要达到何种家禽加工规
模，也无论您要生产整只产品、各种
类型的切割产品、切片，甚至是深加
工产品，Marel Poultry 都能为您提供
最高效、最可靠和最高盈利能力的解
决方案。凭借数十年来在所有类型市
场开展专门项目的丰富经验，我们具
备您所需的一切专业技能和知识。

实现部分流程工序的自动化
打造自动化工厂的第一步便是购
买高架传送线、击晕器、浸烫池和脱
羽系统。与人工作业相比，这种自动
化水平使您能够极大地提高每日产
能、节约劳动力以及生产出更多更高
品质的最终产品。
通过自动化宰杀流程的前几道工
序，您的厂内加工便有了一个完美的
开端，为良好的掏膛流程及所有其他
加工工序确立了最高标准。我们的自
动模块可与您的人工流程完美结合，
而且我们还提供一系列手动掏膛工具
供您选择。
我们伴您一同成长
随着肉鸡加工量上升，每道工序
都到了需要通过自动化来保持流程可
管理和生产出您所需的高价值产品和
高产量这样一个时刻。这时，您可将
浸烫池或脱羽机添加到之前购买的模
块中，不必再购买整套新设备。
旋转式传送机：下一步计划
当您以实现最高产能和掏膛的更
高质量为目标时，那么自动化掏膛流
程便是解决之道。Marel Poultry 为掏
膛解决方案提供各种各样的 Stork 旋
转式传送机，确保精准掏膛。这并不

滨州高盛准备揭开新篇章
在 Marel Poultry 的支持下，滨州提出了要大刀阔斧扩建厂房及生产设施
的宏伟计划。滨州高盛新厂将配备两条加工线，每条加工线的产能达到
13,500 只/小时。
滨州位于山东省，距离中国东海岸 100 公里，是一
座快速发展的城市；家禽加工业是该市的核心产业。滨
州高盛公司是 Marel Poultry 的老客户。早在 2010
年，该公司便为其位于博兴（距离滨州 20 公里的一个
县）的工厂订购了两条 12,000 只/小时的 Nuova 掏膛
线。现在，这家现有的工厂仍将继续运作，并将与新工
厂携手发展。
这个项目将成为奠定 Marel Poultry 在中国市场地位
的一块重要的敲门砖，因为它是实现如此大规模和产能
的切割、剔骨自动化的首批中国公司之一，预计山东省
战略地区的许多其他公司将会效仿滨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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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ming Food

将风冷技术引入台湾
抗震、先进的多层新厂

  Charming Food 新建项目引入先进的自动化设备，
建设多层抗震家禽加工企业，产能高达 9,000 只/小时
（150 只/分钟）。从一开始，Charming Food 便展现了
在家禽加工市场中积极进取的态势，建设了台湾首条风
冷隧道、三大高科技 IRIS 检查系统以及高度精密的
Innova 软件控制系统。
作为新建项目，Charming Food
加工企业可以从最基础的设施建起，
全副武装，采用最新家禽加工技术，
为台湾地区引入了全新标准。“我们正
在寻求工业规模的最佳自动化加工方
式，而全球知名品牌 Marel Poultry 可
以完美契合我们的要求。”董事长 Yao
Kun Hung 先生表示。工厂的每一个细

节均已达到最先进标准，例如环境控
制、用作清洗的净化水、甚至是传送
带上的不锈钢部件。
多层建筑
台湾地区的空间非常有限，而
Charming Food 是该地区多年以来首
次打造新建项目的公司。加工企业坐

落于公司直属食用油仓库的后方，紧
邻岛内西海岸港口城市台中市的其他
工厂。而该栋建筑与众不同的地方在
于防震和多层设计！第一层设有活
禽供应、宰杀和掏膛部门，控制室位
于夹层，而切割和分级称重线位于
第二层。

品上完成所有工序，直到包装和贴
标，实现全程可追溯。

可追溯性和早期分级

风冷

在所有工序开始之初，Charming
Food 就非常注重可追溯性，完成脱羽
环节后会立即通过 IRIS 检查系统进行
分级。越早对产品进行评估，就越容
易在生产线中准确追踪产品，如果采
用先进的 Innova 软件，效果将会更加
显著。IRIS 系统将对各个产品单独分
级，根据大小、形状、颜色和质地标
准进行缺陷评估。分级数据将附于产

  Charming Food 是台湾首家用生
产线风冷设备取代传统水冷法的加工
企业。Stork DownFlow Plus 预冷通道
总长约 2 千米（1975 米，6480 英
尺），可实现精准温度管理，能够通过
冷空气迅速冷却产品。加湿室同样属
于 Stork 的“附加”技术，可以湿润
产品表面，从而防止脱水并保证所需
外观和颜色。

  Hung 先生继续说道：“消费者都
乐于见到所有产品从原料开始直到最
终成品都能全程确保可追溯性，这样
才能享受更优质的产品。”

聚焦心肺
在世界上的许多市场，比如巴西、中国和土耳其，内脏是美味佳肴，价格不
菲。Marel Poultry 开发 HLH 心肺拾取器主要是为了响应中国市场的需求，这一设备
是其 Nuova 自动掏膛设备系列的新增产品。
许多生产商不接受粘有食道的心
肺，而自动掏取心肺时食道经常会自
动粘在心肺上。这样一来，就迫切需
要有一款能确保掏取的心肺不粘有食
道的自动解决方案。HLH 因此诞生！
HLH 工作原理
  HLH 是一种旋转运动装置，由高
架输送线驱动。在大多数情况下，

它的原料为不含肠道和肝的内脏包。
这一装置能将心肺与砂囊、食道相
分离。
如果加工要求有需要，那么 HLH
还可处理附有肝和（或）肠道的内脏
包。砂囊和粘附的食道可从该机器卸
载至砂囊掏取系统中。
如果需要心脏用于零售，那么可

“一家高吞吐量、实行双班倒的肉鸡加工厂可以很合理地期望
这台新机器能将其年心脏产量提高许多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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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心脏卸载至 HLS 心肺分离器之中，
这个装置能把心脏和肺分离，然后把
心包和任何松散的腱或动脉从心脏上
移除。
用于零售的顶级质量心脏
移除食道的心肺进入机器中能帮
助 HLS 带来更好的质量和更高的产
量。一家高吞吐量、实行双班倒的肉
鸡加工厂可以很合理地期望这台新机
器能将其年心脏产量 提高许多吨。
而且，有了这台机器之后，当
前为了确保质量和产量而进行人工
作业的工厂也可以放心地实现自动
化，而不用担心质量和产量受到任
何影响。

“这是当地农业部门的一项重要创新举措和突破性进展。”

“作为台湾地区首家使用空冷设备
的加工企业，我们认为这是当地农业
部门的一项重要创新举措和突破性进
展。”Hung 先生说道。
食品安全
食品安全也是促使该公司选择
Marel Poultry 提供加工解决方案的另
一原因。由于产品一直处于生产线
中，而所有流程均是自动完成，因此
可最大限度降低人工接触。除部分物
流工作以外，其他流程均无需人力
参与。
在分配生产线中，还有其他两套
IRIS 系统对产品进行更加精确的检查
和筛选。其中一套系统检查产品背
面，而另一套系统则检查产品正面。
上述所有措施都是为了确保最终产品
的最佳质量，

同时最大程度地保证消费者的食
品安全权益。
软件
每个部门都可充分利用 Stork 解
决方案，例如电击晕、宰杀、脱羽、
掏膛、内脏拾取、预冷、嫩化、称重/
分级、检查和分割。这种先进的加工
企业离不开精密的软件结构。

分级机，这是一种最新推出的卫生分
级系统。每套系统都会对相应的产品
系列进行分级：鸡翅、琵琶腿、胸肉
和鸡腿。
  Charming Food 将这些 SmartLine
分级机与 Innova 软件配合使用，使得

智能决策及分级和配重结果的优化变
得更轻松。

请访问：
www.fwusow.com.tw
了解更多信息

  Innova 软件将在整个流程中的多
个点收集并处理数据，从而清晰呈现
工厂业绩。此外，EQM（设备监控）
软件模块将会显示并分析设备性能，
在检测到差异并需要采取措施时进行
提示。
双轨道 SmartLine 分级机
分级和投配部门应用了更多 Marel
解决方案，例如四台双轨道 SmartLine

Charming Food
  Charming Food 隶属于 Fwusow 公司，归 Yao Kun Hung 先生所
有。Charming Food 属于台湾最大的农产品加工企业之一，工厂遍布全
岛。作为一家垂直组织公司，
Charming Food 于 1920 年创立，起先开展花生油和芝麻油的加工业
务。随着公司逐步增长，又渐渐增加了动物饲料生产、饲料厂和家禽养
殖场。近期，该公司开办了其第一家加工企业。
新建项目的当前设计规划可达到每天 72,000 只肉鸡的产能，而年产
量将高达 2,000 万。Charming Food 加工企业主要生产新鲜大宗产品，
例如芝麻鸡、韩国炸鸡和其他可直接消费的产品。这些产品将会进入
B2B 餐饮连锁企业、餐馆和其他深加工公司。

砂囊也受益！
加工线中的 HLH 装置将改善砂囊
的掏取。粘附食道的砂囊为砂囊掏取
器的传送装置提供了抓取的可能。

透过砂囊掏取过程，这提高了砂
囊的定位效果，也使更少的砂囊粘有
前胃，带来更准确的分解，更好的剥
皮效果，更高的砂囊产量，同时减少

左起：
  Sando Chen（Charming Food 总裁）收到来自 Janjaap van der
Mark（Marel Poultry 工程）和 H.C.Chen（Marel Poultry 代理）的 Marel
Poultry 白钢鸡

了后续检验员的工作量。除心脏产量
增加以外，一家高吞吐量的双班倒工
厂每年还可以将高质量的砂囊产量提
高许多吨。
最后，新款 HLH 心肺掏取器的操
作非常方便。它没有需要磨利的刀
片，也没有电动机。

无以伦比的多功能性和性能
  Stork Nuova 掏膛机的多功能性、
可靠性及持续的高性能表现早已为人
所乐道。内脏可独立或以组合方式经
人工、半自动或全自动掏取，最高产
能可达 13,500 只肉鸡/小时
（225 只/分钟）。
新款 HLH 心肺拾取器为已经非
常成功的配方提供了另一功能，使
加工商能向零售顾客提供顶级质量
的心脏，同时向宠物食品生产商提供
心肺。

请访问：
marel.com/hlh 了解更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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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 Food 集团选择
Marel Poultry
提供二级加工技术

北京大发正大有限公司（隶属 CP Food 集团）与
Marel Poultry 签署协议，由后者为该公司在中国北京高
产能家禽加工厂提供高度自动化的二级加工解决方案。
该项目包括自动分割设备、自动剔骨设备和生产控制软
件，并且需要具备完全可追溯性。大发正大特地选择
Marel Poultry 作为供应商是为了确保各方面都达到最高
品质标准。这与大发正大只为消费者提供最高品质的安
全家禽产品的策略相符。

共同决定每件产品的最佳目的地。所有
数据均得到妥善存储，以保证完全可追
溯性，公司也可以根据这些数据采取适
当的政策，确保达到最高食品安全标
准。经过质量分选后，由灵活的模块化
Stork ACM-NT 自动分割系统生产品类
丰富的高产量切块。ACM-NT 系统包含
著名的 JLR 无软骨损伤禽腿加工模
块，这是大批量生产无软骨损伤禽腿的
行业标杆设备。
最高品质的胸肉剔骨

  CP Food 集团是全球最大的食品
生产商之一，也是中国领先的农业公
司，工厂遍布全国。该集团为完全垂
直整合的业态模式，秉承“从田间到
餐桌”的产业政策，并将生物安全和
食品安全放在生产方式的首位要素。
该集团的目标是成为“世界的厨房和
人类的能量来源”，强调环境保护、
开发健康食品和保证消费者安全。

可追溯性保证食品安全
这个北京大发正大项目（中国北
京）包含一套全新的 Stork 浸烫系统
和各种 A 字型打毛机，为下游流程和
高品质的禽爪生产打下坚实的基础。
在中国，禽爪是有价值的产品。产品经
过预冷和自动分级后，整合了最新款
Smart Weigher 的选择线（最精确的在
线称重解决方案）和 PDS-NT 软件将

多功能 ACM-NT 系统切出的大胸
由两套 Stork AMF-BX FlexControl 系统
剔骨。这两套系统的人工需求量小于
同类产品，能高产量地生产品种丰富
的胸肉产品，并且边角料损失极小，
系统平均产能可达每小时 7,200 个大
胸。通过菜单控制的 AMF-BX
FlexControl 系统能根据大胸尺寸的变
化自动更改设置，从而优化加工产
量，降低系统操作人员的工作难度。
本地业务
采用 Marel Poultry 最新加工技术
的北京大发正大项目二级加工自动化
系统代表了中国家禽加工业的发展趋
势。Marel Poultry 非常荣幸能在其中
发挥作用。在中国市场的布局（包括
在当地生产设备以及配置当地工程师
团队）证明了这一重要市场对公司的
深远意义。

请访问：
bjdafa.com 了解更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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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
Stork 鸡爪预
弯预切机非常
满意，它让我
们在中国生产
出了优质的最
终产品。无论
是禽爪破损问
题，还是红色
骨髓外露造成
产品价值问
题，我们从来
都没有遇到
过。切割非常
完美。”
嘉吉（滁州）
公司生产经理
Lonnie Lu
说。

禽爪加工
主要流程中一个完全成熟的环节
禽爪和禽脚的受欢迎程度有增无减。禽爪最终产
品的主要市场是中国，其次是一些其他东南亚国家。
禽爪经过适当加工后的价格致使投资禽爪加工系统成
为吸引众多加工商的一个选择，尤其在该系统为 Stork
系统的情况下。禽爪加工是线上初级加工中一个完全
成熟的环节。

  Stork 的禽爪加工系统适用于高
速产线上的加工作业，它由多个模块
组成，可按每个客户的需要进行完美
组合。
跗关节预切
禽爪加工的第一道工序由 Stork
自动跗关节预切机执行。它在跗关节
内进行预切割，以便实现完美的无软
骨损伤切割，后者会稍后在吊架传送
系统 TR-DE (NT) 中进行。
这里的完美切割是指看不到红色
骨髓。产品离开预切机，留下完好无
损的肌腱。

切断
现在，产品通过 Stork TR-DE 二次
悬挂器，集成切刀会在这里彻底分离
禽爪。正是有了这种可调整的切刀，
才能将禽爪切割为中国市场所需的长
度，并带有或大或或小部分的踝骨。
禽爪现在从宰杀线上卸载，被输
送至浸烫池。
浸烫
禽爪由旋转螺杆传送至浸烫池
末端。它们被（硬性）浸烫在约
60°C 的水中。通过直接蒸汽喷射或
间接使用热水和双壁来加热水。
对于以高吞吐量运转的加工
商，最适合使用超大型、节能的 XL
浸烫机，以处理最高产能（13,500
只/小时）。浸烫用水通过双壁中循
环流动的热水进行加热。因此无需
蒸汽供给。
禽爪去皮机
浸烫后，Stork 禽爪去皮机利用
旋转的打毛指来去除表皮角质层。
在流程开始加入热水，以达到最佳
去皮效果。冷水供给装置安装于去皮
机后部。通过中央排水管冲走表皮角
质层。

禽爪预冷机

高价值副产品

现在，禽爪已准备好预冷。这可
在螺杆式预冷水槽中或桨叶式预冷机
中短时间完成。Marel Poultry 供应各
种尺寸的螺杆式预冷机和桨叶式预
冷机。

  Stork 的高效禽爪加工系统将能够
进一步带领您以真正的最佳方式销售
肉鸡。尽可能将每只禽类的价值最大
化是 Marel Poultry 理念的一部分。
禽爪加工系统能够精准、自动化且完
全流水线化地处理禽爪。使用 INNOVA
软件可监控生产过程。此外，该系统
在不断增长的可食用禽爪和禽脚市场
（如中国市场）上的回收期短。

预冷后，便可直接将禽爪卸至板
条箱中并进行包装。必要时，也可将
禽爪先卸到分拣台上，以评估质量。

Marel Poultry

成为华都集团自动分割设备供应商
  Marel Poultry 受邀为河北滦平华
都食品有限责任公司全面升级分级线
和分割线以及剔骨段。华都管理层之
所以决定采取这一举措，是因为他们
一致认为，Marel Poultry 的系统最适
合中国的市场特征，而且通过我们的
解决方案生产出来的最终产品完全能
够满足中国消费者的期望。Marel
Poultry 的另一项重要资产是我们能够
从投入品中获得最高产量。
在华都购买的所有新系统中，
Stork SmartWeigher 发挥了重要作用，
它在 12,000 只/小时的分送线上执行
快速、精确的称重和分级作业。随后

将评估的整只产品分送给 Stork
ACM-NT。此模块化切割系统将保持提
供最高产量，同时分离各种（无软骨
损伤）肉鸡部位。最后，两条 Stork
AMF-BX FlexControl 模块化生产线将为
禽肉剔骨，以获得完全满足中国消费
者要求的最终产品。
除此之外，河北滦平华都食品有
限责任公司还选择 Marel Poultry 作为
其新设备供应商，为其供应现有
12,500 只/小时宰杀线中的一个组件。
该组件便是 Stork 自动跗关节切割预
切机，它是中国市场中的另一款重要
产品，能够以完美的无软骨损伤切割
方式切割禽爪。

河北滦平华都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是肉鸡加工企业在中国的重要合作伙
伴，是北京首都农业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市政府管辖下最大的国有农业
公司）旗下的一家核心家禽生产商。
作为北京国宴的指定供应商，该公司
供应的鸡肉在 2008 年奥运会期间端
上了奥运村的餐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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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吉中国授予
Marel Poultr
奖项

“年度供应商”

鉴于 Marel Poultry 所取得的巨大经济成就，嘉吉中
国授予其“年度供应商”奖。Marel Poultry 提供的建议
和支持帮助工厂减少了停机时间，从 3% 减少到仅为
0.6%！
马瑞奥中国连续两年赢得了嘉吉
动物蛋白（安徽）有限公司颁发的
“年度供应商”殊荣。嘉吉（安徽）
公司是马瑞奥中国的一家长期客户。

过此预防性维护服务计划智能运转，
从而得以将工厂停机时间从 3% 减少
到 0.6%，这是嘉吉与 Marel Poultry
合作取得的一项令人自豪的成就。

他们运转的从宰杀到切割的所有生产
线均由 Marel Poultry 提供，是在中国
首批完全实现加工自动化的公司之
一。嘉吉（安徽）公司于 2011 年开
设工厂后便购买了 Marel PMS，并通

良好的沟通
此“年度供应商”的殊荣授予给
了服务团队，该团队由马瑞奥中国的
服务经理 Johnson Hu 领导。Johnson
将这次获奖归功于精心安排的预防性

嘉吉（安徽）公司
嘉吉在中国家禽加工市场的战略
非常明确。公司的使命是在其家禽产
品系列的整个生产和分送过程中实现
效率提升和增值，同时推动农业可持
续性和安全食品供应。为了实施该战
略，嘉吉始终致力于将最新的技术和
专业知识带到中国，从而推动中国农
业的现代化进程，并通过升级家禽产
业刺激农村发展。因此，选择 Marel
Poultry 为中国首座产量达 13,500 只/
小时的家禽加工厂提供设备也就顺理
成章了。这座先进的工厂位于安徽省
来安县，上海西北 350 公里处。

可追溯的前提下，大规模生产符合最高
国际标准的顶级生鲜家禽产品。

嘉吉中国总裁 Robert Aspell 表
示：“凭借在食品安全、风险管理和供
应链管理领域具备的专业知识，以及一
个多世纪以来在农业和食品行业积累的
深厚经验，嘉吉一直致力于帮助中国合
作伙伴探索商机以及开发无可比拟的新
解决方案。我们力求将全球最先进的家
禽加工设备、技术和我们自己的创新方
案相结合。

嘉吉预见到了深加工产品的巨大
增长潜力。他们购买了一台
RevoPortioners 成型机 用于生产此类
产品。这款低压分割系统能够生产外
观、重量高度一致的产品，且不会破坏
禽肉的原始结构和质地。平稳旋转的成
型转鼓无需加水即可实现产品脱模。该
系统的成本回收期极短。其具备最先进
的低压成型技术，在全球诸多市场都大
获成功，如今来到了中国。

位于来安县的这条初加工生产线是
全球最快速的生产线之一，自动化水平
很高。”该项目的出发点是让新建的工
厂能够在确保食品安全、高效率且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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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化加工
目前工厂正在以额定设计速度运
转，产量达到 13,500 只/小时（225
只/分钟）。家禽产品年产量预计为
176,000 吨左右。宰杀线、掏膛线和高
价值内脏的处理流程均以全自动方式
运转。切割线和剔骨线同样如此，已
使用 ACM-NT 等 Stork 系统实现了
自动化。
深加工

监测
整套生产系统（初级和二级生
产）由 PDS-NT 和 Innova 软件进行

监测。这不但实现了对整个生产流程
的规划、控制和监测，还实现了完全
追踪和追溯功能。对嘉吉这样一家追
求高水平食品安全的企业而言，这一
点至关重要。新工厂只是该项目的一
个阶段，项目的最终目标是建立一条
设备齐全、完全受控的垂直整合型现
代化家禽供应链，将饲料生产、孵

化、饲养、养殖、宰杀和加工流程进
行整合。项目的其他重要特色包括：
高效生产链，国际卫生标准，健康动
物营养，疾病预防，环保和节能。

请访问：
cargill.com.cn 了解更多信息

ltry
灵活响应中国市场需求

维护计划、有效的嘉吉现场员工培训
以及与客户的总体良好沟通这三大要
素。作为一名客户，嘉吉（滁州）公
司生产经理 Lonnie Lu 先生深有同
感。他对 Marel Poultry 的服务、良好
的沟通和妥善协调的 PMS 计划也褒奖
有加。
稳定的流程
此外，Lonnie Lu 还评论了 Marel
Poultry 的其他优势：“我们对 Stork
禽爪切除器十分满意，它让我们在中
国生产出了优质的最终产品。无论是
禽爪破损问题，还是红色骨髓外露这
种压低价格的问题，我们从来都没有
遇到过。切割非常完美。”
嘉吉（安徽）公司对 Stork 浸烫
池也非常满意，尤其是在浸烫过程中
能够保持恒温且不丢失部位。
  Lonnie Lu 还对 PDS/NT 软件解决
方案大加赞扬，该解决方案可以非常
智能地分送产品至产品线。
“嘉吉是马瑞奥在全球的宝贵客
户，我们的目标是一直成为他们的首
选供应商，协助他们不断为全世界供
应安全的可持续性食品。”Johnson Hu
说。
蓬勃发展的国际食品行业
嘉吉生产流程中的每道工序都受
到严格控制，因而能够生产出一系列
卫生、美味、安全的产品。这些产品
中大多数是为百盛和麦当劳这样的国
际快餐公司生产的，且均符合他们的
严格生产要求。
快餐公司在中国成长势头迅猛。
这里的消费者习惯，尤其是年青一代
的习惯变化很快，城市化进程也十分
迅速。这关乎中国市场不断变化的消
费者习惯，强劲的经济发展势头，年
青一代的活力以及迅猛、持久的城市
化进程。预计截至 2020 年，将有 1
亿人从农村迁移至城市。

SmartLine
智能分级机
  Marel 的 SmartLine 分级机是一款高级分级解决方
案，具备实时报告功能，集速度、精度、卫生和易于
清洁的优点于一身。SmartLine 分级机还提供双轨道执
行模式，可以进行任何配置，来满足国市场的各种分
级需求。
  SmartLine 分级机运转速度快，
且精度极高。得益于其完全灵活的模
块化设计，可以通过选择正确配置来
满足任何分级需求。
灵活
可以对 Marel SmartLine 分级机进
行任何配置，来满足中国加工商的特
定需求和要求。分级机设定时，可以
激活所有选项，或者，可以作为一台
基础机器进行安装（仅具有其原有的
基本功能）。
在选择这种灵活的 SmartLine 分
级机时，所有选项都是开放性的，具
体取决于相关情形。这为中国市场造
就了一种极具竞争性的解决方案。

据，您可合理决定如何优化分级和投
配结果。
一流的卫生条件
  SmartLine 分级机可满足最高卫生
标准。其防护等级达到 IP69K，独特的
开放式框架设计和极少的水平表面，
在高压彻底清洗期间，能确保满足最
高卫生要求。带式升降机可确保在高
压冲洗期间提供最佳通道。此外，清
洁时的拆机时间也大大缩短，最大程
度地减少了停机时间。
这种开放式框架设计亦能确保实
现所有操作性能。易于拆装，可快
速、轻松满足所有检修需求。

单轨道或双轨道
  SmartLine 分级机有单轨道和双轨
道两种型号可供选择。单轨道型号可
以通过多种方式进行配置，而在采用
双轨道分级机时，配置选项甚至更
多。当然，双轨道 SmartLine 分级机
配备有起落板，且每一侧都有检查
门。它拥有两台并排放置的独立称重
设备，可以处理的产能是单轨道型号
的两倍。
由于一台电机上运行两个轨道，
虽然两个轨道上可以输送不同的产
品，但两个轨道上的带速和容量是相
同的。

请访问：
marel.com/poultry-smartline
了解更多信息

  SmartLine 分级机通常用来称重肉
片、全腿、翅膀、大腿、琵琶腿和里
脊。通过按照 100 克增量进行分级，
加工商能准确向每个市场交付大小合
适的产品。这样一来，便使得
SmartLine 分级机成为了餐饮应用领域
的理想之选。
但是，SmartLine 分级机的灵活程
度远不止于此，因为它还可以用来在
产能高达 3,000 只/小时的水冷加工工
厂中进行整鸡分级。
报告
  SmartLine 分级机具备全面、实
时的报告功能，让操作人员对生产流
程一目了然。报告中的实时数据包括
重量分布情况、平均重量、包装概览
和包装清单，以及标准概览和清单。
用户可通过操作面板查看这些数据。
根据 Innova 提供的宝贵的 KPI 数

小型鼻形辊可确保产品输送
更加顺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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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mFre 树立 35,000
只/小时产能标杆
韩国鸡鸭加工新厂
在韩国扶安附近，CharmFre 实施了一个大型新建
项目，该项目完全采用 Marel Stork Poultry Processing 的
设备。工厂内设有四条高产能加工线，进行各种家禽的
初级和二级加工。包括鸭子在内，最高总产能超过
35,000 只/小时。CharmFre 新建项目为东亚地区树立了
新的标杆，甚至在全球范围内都堪称典范。
该项目拥有大型项目应具备的所
有要素。Marel Poultry 成功整合了家
禽加工领域内最新、最优秀的可靠技
术，用于处理肉鸡、“童子鸡”、“土
鸡”、种禽、蛋鸡和鸭子等家禽。
Marel Poultry 在过去四十年间针对各
种家禽开发的专用技术将在此协同工
作，向用户展示其强大的功能。对于
CharmFre 而言，这些加工线能帮助他
们实现最高加工产能。鸭子加工线的
产能最高可达 6,000 只/小时（100
只/分钟），该数字目前在整个家禽加
工业中无出其右者。

对于这个大型新建项目，CharmFre
的目标是达到最高的质量、效率和卫生
标准。公司力求向市场提供最高质量的
产品。
一体化解决方案
  CharmFre 项目囊括了所有的
Marel Poultry 解决方案，从活禽供
应、Stork 宰杀和掏膛加工线，到各种
冷冻理念、筛选、分切和剔骨加工 预
冷, 线，均涵盖其中，包括自动分级、
投配、骨头探测、贴标及分送等等。
整个工厂的生产流程和仓库管理系统皆

由 PDS-NT 和 Innova 系统进行监控，
包括一体化家禽跟踪和追溯。
特殊禽笼
  Marel Poultry 专门针对当地市场
为该项目提供了多个不同的解决方
案。其中一个例子便是新型 Stork GP
禽笼，专门针对小卡车而设计，这种
卡车主要在韩国及其他亚洲国家做运
输之用。使用这种禽笼，用户可以最
大化地利用卡车上仅有的数平方米装
载区域，并且达到当前的质量和动物
福利标准。
整个活禽处理系统的设计和规模
都独一无二：所有四条生产线都能将
禽笼自动运送至全自动化清洁和消毒
系统。Stork GP 活禽处理系统让
CharmFre 得以提升活禽的捕捉和运送
条件，同时提升最终产品质量。
特殊产品要求
另一个专门针对当地市场的解决方案
例子是热烫和冷冻技术的结合应用。
这项方案的目的在于满足韩国对产品
外观的要求。项目将多阶段受控气体
击晕法、RapidRigor 电刺激和嫩化
预冷技术相结合，让禽肉达到最佳鲜
嫩度。

分级、投配及其他工序
许多不同的加工线都集成了自动
化解决方案，如固定重量投配、整只
产品、切块品、切片品和其他无骨产
品（无论是否经过修整加工）、内脏和
禽爪的称重和包装加工线以及装盘、
装袋或散装包装线。利用条形码系
统，产品会得到正确配送，并最终被
送至 Charmfre 的全自动化托盘包装
系统。
一体化（半）自动化投配和称重
解决方案不仅减少了浪费，还能简化
操作员的工作，产品流也能得到优
化。此外，管理者能够全方位监督生
产速度、产品流以及工作质量，如操
作员的修整工作。
更高的增值

童子鸡”和“土鸡”专用加工线
配备了 Nuova 掏膛系统，该系统是唯
一一款在处理轻型家禽和较重种禽时
都能实现高加工量的自动化掏膛系
统。多年来，Stork Nuova 掏膛系统在
韩国一流家禽加工商的工厂日常运作
中展示了卓越的价值。

在二级加工过程中，可以使用
SensorX 对不同产品进行碎骨和异物
检查，必要时进行修整加工。包装
后，金属探测器会对几种产品进行扫
描。对于 CharmFre 而言，实现最高
的产品安全性至关重要。安全的产品
才是有价值的产品。在后续流程
中，CharmFre 会使用著名的 Marel
RevoPortioner 来生产各种三维形状的
最终产品。

最高水准的鸭子加工

一切尽在掌握

加工鸭子时，胸皮保持完好外观
至关重要。加工时不仅要将鸭毛彻底

显然，这座巨大的加工厂需要通
过最佳的软件解决方案来支持整个生

Nuova: 加工“童子鸡”的理想之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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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去，还不能伤及鸭皮。Marel Poultry
为 CharmFre 提供了一套完全与生产
线整合的紧凑型全封闭式双蜡系统。
该系统将专门开发的脱羽机和掏膛模
块相结合，可实现 6,000 只/小时的产
能。从产量和自动化程度方面看，这
是当今业界的最高水准。系统可在生
产线上将鸭子冷却，并根据重量进行
自动配送。

产流程、进行生产分析和规划以及监
测设备状态。PDS-NT 与 Innova 厂用
软件会从整个流程的 120 多个点上收
集数据并进行处理。从活禽供应到成
品储存的整个生产流程都会得到监控
和优化。
系统将根据各产品的质量和重量对
生产进行监控。产品流完全可追溯。
从生产地点开始，系统就会将最终产
品与全自动化托盘储存系统相关联。
此外，设备监测模块能够显示一
系列加工模块的性能，并加以实时分
析。需要进行（预防性）维护时，系
统将通过日志和数据库给出提示。这
样一来，模块就能保持在最佳状态，
从而帮助实现最优的运行时间和工厂
产量。
其他设施
  CharmFre 为这个新建项目预留了
超过 17 公顷的土地。整个加工综合
设施占地约为 10 公顷。厂房设有一
条玻璃长廊，使大部分加工流程变得
可见。CharmFre 的经营理念之一就是
让访客可以看到产品的制作过程。厂
房中央有一座大型车间，离四条生产
线都很近，因而能够实现快速反馈和
维护。Marel Poultry 依托在全球各地
积累的新建项目建设经验对这座车间
进行了设计。按照设计，废水处理和
油脂提炼都在加工厂附近进行。

在总部附近，还可以看到一栋员
工公寓，周围设有足球和网球场等运
动设施。CharmFre 在所有地方均采用
了最耐用的天然材料，力求打造高品
质的装修效果。
对于这个大型新建项目，
CharmFre 的目标是达到最高的质量、
效率和卫生标准。公司力求向市场提
供最高质量的产品。
凭借生产规模的扩张，CharmFre
确立了自己作为韩国顶级家禽加工商
的地位。Marel Poultry 非常荣幸能够
参与其中，为这个高端家禽加工项目
的实现贡献力量。

请访问：
e-dongwoo.com 了解更多信息

Stork
SmartWeigher
智能称重和
IRIS 影像系统
一体化高性能称重与分级
   Marel Poultry 的 Stork SmartWeigher 分级和分送线
是一款集成式解决方案，能够以最快处理速度精确称
重、分级和分送肉鸡。正是有了这个高精度的数据收集
系统，使整个流程中的产品质量和重量信息与产品保持
一致，将每块产品加工成利润 最高的形式。
  SmartWeigher 分级和分送线由新
开发的转动吊架、Stork SmartWeigher、
IRIS 视觉系统、新卸载站和最新版本
的 Innova/PDS-NT 控制软件组成。
由此，打造了一款无可比拟的高
性能称重和分级解决方案。

卸载站
卸载整只产品的卸载站经过了重
新设计。此卸载站可确保加工线在高
速运行状态下始终实现稳定、精准的
运转。
PDS-NT/Innova

转动吊架
为了解决翅膀在 8 英寸间距分
送线上出现的接触问题，Marel
Stork 开发出了新款转动吊架。
该吊架通过两个滑轮悬挂，可
实现更高的运行稳定性，并通过闩
杆机构固定在一个盘片上。产品在
进入 SmartWeigher 前会被放置在
正确位置。
知名的 SMARTWEIGHER
知名的 Stork SmartWeigher 能够
以极高的处理速度对产品进行准确称
重。机器的电子元件能够对振动进行
补偿，确保机器运行的稳定性。

称重、分级之后，将由 Stork
PDS-NT/Innova 信息和控制系统决定
各个产品的最优目的地。
根据客户要求高效匹配产品以及
利用每个产品创造最大价值的能力，
对提升加工运作的利润而言至关重
要。Stork SmartWeigher 分级和分送线
能够满足家禽加工商的这些要求。

请访问：
marel.com/smartweigher
了解更多信息

通过对每个独立吊架进行自动去
皮，称重性能得到进一步提高。
精确的“全方位”质量分级
  Stork IRIS 视觉检查系统集成了最
新的图像捕捉和数据处理技术。该系
统可用于对整只产品和各个禽体部位
（胸腹部和背部）进行分级。这有助
于防止错误分级，避免成本高昂且不
必要的降级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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翅中切割模块
全新的 ACM-NT 模块
面向中国市场的两全其美的产品
在中国，翅膀中间部
分（也被称为翅中）是一
种高品质的最终产品，深
受消费者喜爱。为了工业
化生产这种典型的中国产
品，需要一款解决方案，
这款解决方案不仅要完成
准确切割和呈现完美外
观，同时还要创造更高产
量。这是一个巨大的挑
战！作为 ACM-NT 切割
系统的一部分，Stork 翅
中切割模块积极应对挑
战。在中国市场中，翅中
是价格最贵的鸡肉产品之
一。与胸肉相比，翅中的
公斤价格高出两倍还多。
在肯德基和麦当劳这样的
快餐店中，翅中也是一款
深受欢迎的产品。
要求
完美的第二关节切割不仅需要实
现最高产量，同时要确保关节本身的
表皮完好无损。
在中国市场中，拾取第一与第二
关节之间的鸡皮且使翅中越大越好是
非常重要的。这种做法之所以诱人不
仅是因为可以呈现完美的外观，而且
源于其经济原因；这种皮越重越好。
与此同时，切割应该是完全无软骨损
伤的，以此符合中国市场。
至今为止，这种特殊切割工作仍
然只能靠人工完成，十分耗时。但

割质量的决定性因素：关节上是否覆
盖着完整的表皮？第一与第二关节之
间有足够多的表皮吗？要满足中国市
场上的顶级外观要求，第二关节的肉
上必须带有一大块皮。
  Marel Poultry 开发的切割模块通
过机械方式模仿人工切割的运动，将
第一关节的一大块皮添加到第二关节
切块上。以此能够完全满足中国加工
商的特定要求。该模块通过应用预切
割来实现这一目的。
最佳平衡点
  Stork 的翅中切割模块为中国家禽
加工商提供了一个大好机会，让他们在
无软骨损伤切割与产量和外观之间找到
自己的平衡点。每家中国加工商的出发
点都将是 100% 无软骨损伤切割。
如果需要最优产量，采用非完全
无软骨损伤切割在一些情况下是非常
明智的作法。无论采用无软骨损伤切
割与否，Stork 模块均可设置为提供所
需的表皮覆盖量。
最简法则
  Marel Poultry 始终秉持着最简法
则，将切割模块打造得尽可能简单。
该模块的控制和调整设置十分简便，
只需根据家禽和重量进行一次调整即
可，具体取决于当时的要求。手轮用
于补偿家禽变化。

是，随着中国的产能上升，人工操作
再也无法跟上加工速度，因此需要实
现自动化。那么挑战来了！
复杂切割
实现熟练工人手动才能进行的切
割的高速自动化是一项非常棘手的工
作。第二关节的结构十分复杂，骨头
形状不规则。仅通过一次直线切割是
无法切割这个关节的。
  机械切割应包含一系列高精度和
高一致性运动的动作。理想情况下，

此切割应该是无软骨损伤的，效果可
与人工切割比肩。
  Marel Poultry 非常自豪地宣布
Stork ACM-NT 翅中切割模块结合了两
种优点；绝佳的外观和完全无软骨损
伤切割，而且还能实现最高产量。简
言之，Wingette Cutter 完全满足了中
国加工商的要求，自动化加工复制出
了熟练的人工切割操作，从而创造出
达到客户高预期的最终产品。
WingTipper 和
Wingette Cutter
在 ACM-NT 系统中，WingTipper
HP 是进行翅膀切割的第一个模块，用
于在第二关节与翅尖之间切割。此切
割可根据中国客户要求调整，向第二
关节添加尽可能多的表皮，为剩下的
翅膀切割流程做好准备。Stork 翅中切
割模块随后通过在第一关节和第二关
节之间进行切割完成切割工作。最终
切出带骨、带皮的翅中。
外观
通常，采用无软骨损伤切割时，
机械切刀只会直线切断第一与第二关
节之间的表皮。然而，这种切割是不
适应中国市场要求的。无软骨损伤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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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收到中国加工商下的第一批订
单时，Stork 翅中切割模块的开发工
作当时仍在进行中。在正式亮相之
前，许多加工商便表现出了对这个模
块以及已在中国出售的几个模块的浓
厚兴趣

Innova QC
实时的无纸化质量控制
家禽加工商需要能满足严苛环境和短交期要求的解
决方案。数据的处理方式对流程的持续改善至关重
要。Innova Quality Control 能帮助加工商尽早发现潜在
的问题、实时做出应对、持续改善产品质量、提高食品
安全并最大程度减少返工，从而满足上述要求。

  Innova Quality Control 能在整个
价值链内实现质控流程的无纸化控制
和自动化。它可以为质控管理者收集
有价值的重要信息，用于制作自定义
报告和进行趋势分析。
效率
迄今为止，我们已售出 1,000 多
套 Innova 软件解决方案系统。
Innova Quality Control 是一套与全球
主要的几家食品生产公司合作开发的
成熟系统。
  Innova QC 销售顾问 Gústaf Helgi
Hjálmarsson 解释道：“采用展示板监
控及实时响应，就可以提高操作工。
如此一来，加工商就可以对供应商进
行评价，并通过分析过去的趋势避免
潜在的问题。”
可追溯性
  Innova QC 可实现灵活的记录、
可靠的数据收集和完全可追溯性。
从活禽处理到最终产品加工，所有检
查检验都与生产直接关联。完全可追
溯性是满足监管要求和塑造消费者信
心的关键要素。使用 Innova，可追溯
性将成为系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号，也能实施质控。在环境控制、卫
生控制和供应商审计等各类应用情形
中，这是一项不可多得的功能。
  Innova QC 支持国际食品安全标
准以及各种规模、类型的质量管理
体系。
该系统的离线功能尤其适用于家
禽行业。从活鸡接收时，质量控制便
从鸡场开始了。
  Innova QC 支持使用摄像头，因此
使用内置摄像头并且支持图像式检查
的平板电脑即可进行质量检查。
大获成功
迄今为止，我们已售出 1,000 多
套 Innova 软件解决方案系统，包括大
约 150 套 Innova QC 系统，约 500
台 QC 工作站。Innova Quality Control
是一套与全球主要的几家食品生产公
司合作开发的成熟系统。
请访问：
marel.com/innova 了解更多信息

实时响应
尽量缩短加工时间至关重要。
如果出现质量偏差，加工商必须实
时了解情况。这样，加工商就能快
速响应，杜绝潜在风险并最大程度
降低临近损失。使用 Innova QC 实
现无纸化质控是达成这个目标的理
想选择。
在线和离线质控
许多工厂没有稳定的网络连接，
因此 Innova Quality Control 提供内置
的离线质控功能，即使没有 Wi-Fi 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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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el Poultry 在中国
在当地建立强大的业务关系 – 成功增长的基础
   近年来，Marel Poultry 极大地扩大了其在中国的业
务。在当地市场站稳脚跟带来的益处显而易见。目前，
Marel Poultry 将精力放在北京和青岛的当地办事处上。
北京办事处不仅协调针对禽类客
户的销售和服务工作，还协调针对红
色肉类和深加工客户的这些工作。沿
海城市青岛位于北京东南部约 700 公
里（434 英里）处，设于该城市的办
事处主要支持渔业。除了扩大销售团
队并让销售经理专注于某个特定行业
外，该办事处还着重进一步建设当地
服务团队。

关键。对于产能较高的工厂，预防性
维护合同始终是一项物有所值的投
资。经验表明，整个装置的总拥有成
本 (COO) 将下降，正常运转时间将
延长。Marel Poultry 提供的（预防

市场瞬息万变；自动化程度越来越高

可用人力，在中国的分割和剔骨工作
主要由手工完成。预计在未来几年，
高速自动化加工替代手工加工后，这
一情况将会改变。

  Marel Poultry 对当地业务的投
资，完美地因应了中国鸡肉产品需求
的强劲增长。
带骨产品和内脏制品极受欢迎。
胸肉和胸肉产品也越来越受欢迎。禽
类生产规模在迅速扩大，以便满足市
场对安全肉品的需求。得益于充足的

为此，Marel Poultry 提供所有可
能的解决方案，例如 Stork ACM-NT 分
割线，以及各种胸肉剔骨解决方案，
例如无论是否使用 Marel Sensor X 检
测禽骨机均可切出各种鸡胸肉产品的
Stork AMF-BX 或 Stork FHF-XB 系统。

性）维护服务合同在越来越多的市场
上得到了证明。

人力投资带来一流服务
在未来数月，工程师和服务协调
员的加入将进一步壮大现有的服务团
队。讲当地语言且了解当地文化的当
地员工将能够更快、更好地解答客户
的问题。办事处将提供客户期望在
Marel Poultry 所获得的服务水准。
当地同事将接受产品专家的定期培
训，以便始终及时了解最新发展动
态。
发展当地仓库
除了人力投资外，Marel Poultry
还在建立当地备件仓库，以便客户能
够快速获得任何所需的原装优质备
件。这样，我们便能为中国客户提供
更好的支持。
预防性维护
使用 Stork Poultry Processing 原
装备件进行良好维护是将整个系统产
出和正常运转时间维持在最高水平的

INNOVA
  这个模块化和扩展型生产控制和信息软件系统提供整个流程的一切所需控制数据、每个阶段
的 KPI 以及由始至终的完全可追溯性。完全跟踪与追溯功能对于诸如肯德基和麦当劳等国际连锁
店极其重要。Nuova – Nuova 是现代掏膛线上的核心部分，内脏包产线就安装于此，内脏包产线
无论是否自动化，都能确保理想切取内脏。极巧妙的运行轨迹、无可比拟的卫生条件以及较高的
内脏拾取产量，这些都是 Nuova 的代名词！
自动切割线
  这些产线配备 I-Cut 36 和 I-Cut 22，前者可将带皮或无皮剔骨鸡肉切成肉条，后者可将鸡肉
切成所需形状和重量的肉粒。这些切割的剔骨鸡肉在远东地区极受欢迎，而在该领域，Marel
Poultry 是唯一一家提供自动化生产解决方案（切割和重量上均十分精确）的公司。
分级机
  Marel 分级机的种类从简单重型分级机到高度复杂的分级系统，包括进料和去除系统。公司
可为每位客户定制分级机，因此，其配置和尺寸几乎是没有限制的。
根据中国市场的发展提供完整系列的优质产品和服务，从而在当地建立强大的业务关系！这
就是 Marel Poultry 的口号。我们以此为基础，与备受重视的中国客户一起，满怀信心地为中国家
禽业打造一个更加成功的未来。

Sensor X SmartSort
   Marel 的 SensorX SmartSort 是 X 光碎骨检测和分
级领域的颠覆性概念。SensorX 碎骨检测系统现在还能
使用 X 光称重。SmartSort 是一个卸料装置，可以安装
在 SensorX 后面。SensorX 与 SmartSort 组合，可以将
X 光碎骨检测和分级结合在一起，形成一个紧凑型解决
方案。
  Marel 的 SensorX 是碎骨检测领
域的标杆。得益于先进的传感技术和
软件发展，SensorX 拥有各类自动骨
头检测系统中最高的骨头检测性能。
检测
  SensorX 使用先进的 X 光技术扫
描产品，与手动检测相比，Sensor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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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在生产环境中获得更为可靠和一致
的结果。工作站会自动剔除带骨的产
品，显示屏会显示骨头的精确位置。
这些产品需要由操作员去除骨头
（或其他污染物），随后重新扫描，
确保无骨。
  除了碎骨检测，SensorX 也能检
测金属、石头和玻璃等其他污染

可控的质量
中国市场越来越确信，自动化加
工有利于实现更好、更加一致的最终
产品质量，这一追求与国际食品服务
连锁店所提出的需求相契合。例如，
在中国极受欢迎的肯德基以及麦当
劳，对于二者而言，始终一致的质
量，尤其是可控的质量（完全可追溯
性）无疑至关重要。Marel 的 INNOVA
软件是适用于此情况的完美工具。这
个模块化软件程序包提供一切所需的
管理工具，并确保从养殖者到最终产
品的完全可追溯性。
全方位服务公司
  Marel Poultry 代表 Marel 组织内
部的家禽加工业。选择了 Marel，中国
客户就相当于选择了可同时进行初级
加工、二级加工和深加工的最佳之
地。公司提供适用于所有这些领域的
各种先进技术。越来越多的客户将项
目交由我们来做，其中，Marel Poultry
提供 Stork 宰杀、掏膛、切割和剔骨
解决方案，并结合使用诸如剔骨肉自
动切割线。此设备适用于将剔骨大腿
肉切成诸如鸡腿扒、KFC 鸡扒、肉条
和肉粒等产品，以及将鸡胸肉片切成
诸如指定重量的产品、以 45 度角切
割的产品以及鸡米花等商品。设备的
运转速度和精确度均极高。
一些产品示例
每个项目当然各有不同。正是因
为我们施行“全球化思考，本地化行
动”的策略，我们能够更好地了解如
何适应每个当地市场的具体情况。
在中国，这主要意味着大幅扩大
规模并实现流程中不同环节的自动
化，这些环节目前大多仍为手工作
业。食品安全、可追溯性和高产能在
此非常重要。我们符合要求的部分产
品包括 Nuova 掏膛机、模块化
INNOVA 软件、切割线以及分级机
程序。

物。SensorX 对 2 毫米以上钙化骨的
检测率通常可达到 99%，误报率低于
3%。借助 SensorX，骨头残留风险在
家禽加工过程中不再是不可避免的。
SmartSort
  SensorX SmartSort 解决方案使加
工商能够根据重量或数量轻柔地将产
品直接从 SensorX 分送至板条箱、
纸箱或传送带。SmartSort 使用来自
SensorX 的重量信息，因此无需动态
称重装置。这是该解决方案不占用生
产车间宝贵空间的方式之一。另一种
节省空间的方式是以较慢的速度执行
分级，无需加速传送带，因为它不需
要像传统分级机执行那么多的产品分
离工作。

我们一些高
度评价的中
国客户详见
如下

  检查门的数量可配置，并提供两
种掉落高度。以每个轨道 130 个产
品/分钟的速度运转时，SensorX
SmartSort 可帮助加工商执行高质量的
碎骨检测和分级。SensorX 与
SmartSort 相结合的解决方案最终能确
保产出更安全和更有价值的产品。

请访问：
marel.com/sensorX 了解更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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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性维护计划
预防性维护计划 (PMS) 是 Marel Poultry 提供的一项服务，用于维持加工工厂以最佳
性能运转，并且最大程度地减少停机时间。预防性维护的目标是为您解除后顾之忧。
此外，好的维护计划还能创造最大收益和降低拥有成本。
  Marel Poultry 提供预防性维护计
划 (PMS)，可帮助您维持产线以最佳
性能运转。PMS 还确保机器和系统的
状态随时随刻得到良好的监测。
除了单台机器的强大执行能力之外，
系统还易于维护和调整。预防性维护
维修计划、上门服务和不断培训的客
户员工的强有力组合将确保取得成
功。这个组合让您能够以最大程度
提高收入和降低拥有成本的方式运
转系统。
  PMS 按照机器或模块指定所需执
行的维护，以此优化性能和正常运转
时间。
大修
签署了预防性维护协议的加工工
厂都会得到及时交付、适合每台机器
的大修工具包。这个完整的备件包包
括当时确定应执行的维护所需的所有
部件。如果需要，Marel Poultry 工程
师可以监督维护并提供帮助。

我们的团队在中国

在中国，我们的身影随处可见！您可
以在中国展览、展销活动上看到我们的身
影，而且我们所有的网页均为中文。
另外，您还可以在微信、Facebook 和
LinkedIn 上关注我们。当然，您也可以通
过电子邮件或电话约见我们的代表。
我们在北京和青岛设有当地办事处。
联系地址如下。
北京
马瑞奥施托克
食品加工设备（北京）有限公司

Ruud Berkers
区域销售经理

微信:
MarelChina

赵凯
中国区销售经理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望京北街 9 号叶青大厦
A 座 608 室
邮编：100102
办公时间：08:30 - 17:00
电话：+86 ( 0) 1089472150
传真：+86 (0) 10 8947 2350
电子邮箱：info.china@marel.com
网址：marel.cn

青岛
马瑞奥施托克
食品加工设备（北京）有限公司青岛分
公司
地址：
青岛市香港中路 36 号招银大厦 1106
室
邮编：266071
办公时间：09:00 - 17:30
电话：+86 (0) 53286675567
传真：+86 (0) 532 8667 5568
电子邮箱：info.china@marel.com
网址：marel.cn

Linkedin.com/marelpoultry

Marel Stork
Poultry Processing B.V.

P.O. Box 118
5830 AC Boxmeer
The Netherlands
电话: +31 485 586 111
传真: +31 485 586 222
电邮: info.poultry@marel.com
marel.com/poultry

马瑞奥施托克食品加工设备
（北京）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望京北路9号叶青大厦
A座608室
电话: +86 10 8947 2150
传真: +86 10 8947 2350
电邮: info.china@marel.com
marel.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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