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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无止境，实际上，我们持之

以恒。为此，我们提供个性化定制所

有服务包选项，从应急服务到广泛的

预防性维护服务，包括备件包和软件

更新。Marel Poultry 服务协议始终能

够满足客户的特定需求。 

  我们能够满足甚至超出客户要求

的服务、维护、咨询和售后服务水

平，这为我们近期在全球承包重要项

目作出了重要贡献。本期 Insight 将
会举例介绍韩国、塞内加尔、东南

亚、阿根廷、英国和美国的这类新 

项目。 

  预防性维护方案和服务水平协议

能够帮助您确保生产线顺畅地运行。

在这方面，Innova IMPAQT 软件技术

是确保您的设备处于最佳状态的理想

工具。IMPAQT 提供监测和提高当前

性能所需的关键数据。您可以利用 

IMPAQT 对任何初级加工机器进行日 

常分析，并以绝对最高效率水平运行

机器。

  Poultry 市场覆盖全球的几乎所有

最终产品，例如销往中国市场的禽爪

可以在全球任何地点进行生产。因

此，许多家禽加工商都会选择安装 

Stork 禽爪加工系统。我们提供恰当

的解决方案，帮助客户从禽爪生产中

获利。 

  由于鸭肉在世界各地（不仅是在

传统的亚洲和俄罗斯市场）越来越受

欢迎，因此鸭子加工越来越重要。我

们的模块化线上鸭子分割系统可以实

现这一流程的自动化，在全球是独一

无二的。 

  祝您阅读愉快，并欢迎您光临我

们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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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这个序言是一个绝佳的机会，让我能够以 Marel 
Poultry 新任服务总监的身份进行自我介绍。肩负着我们的
全球服务计划的重任，我欣然接受为我们的客户提供最高
水平服务的挑战。我希望尽可能进一步提高服务水平，重
点关注我们的预防性维护服务计划和服务水平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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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 Marel Poultry 能够为鸭肉

加工商提供模块化自动线上分割系

统，最高速度可达每小时 6000 只净

膛重量最大为 2.8 kg 的鸭子。  

  特别针对鸭子开发的 Stork 
ACM-NT 系统在当前市场上是独一无

二的，能够处理风冷和水冷产品。目

前，该新系统正成功应用于澳大拉西

亚、不列颠群岛、俄罗斯和中欧的鸭

肉加工商的日常运营中。

灵活、模块化、精确

  Stork ACM-NT 使用独特的 Stork 
Sigma 高架输送线，其布局无限灵

活。该系统可进行配置，以满足各工

厂对精确加工和布局的要求。该系统

结合了独特的 ACM-NT 吊架与旋转机

构，可为每次切割操作准确地固定和

定位产品，从而实现最佳产出以及最

佳外观和质量。该系统采用完全的模

块化设计。如果加工要求发生变化，

可以移动或添加模块。

典型切割 

  用于鸭子加工的 ACM-NT 可将胴

体切分成翅膀、前半胴体和无软骨损

伤的整腿。如有要求，还可将翅膀切

分成独立的翅根和翅中部分。在某些

市场，切割的翅膀与背肉、胸肉这两

部分相连。ACM-NT 翅膀切割机也可

进行设置，提供这些切割选项。 

  前半胴体通常在圆锥剔骨加工线

上进行手动剔骨。如果安装了第二条

加工线，则可使用 Marel SmartLine 
分级机为两条剔骨加工线供应规则的

相同尺寸的前半胴体流，确保以最高

效率完成这项重要的作业。如果需

要，ACM-NT 系统也可以切割胸肉。 

熟练工人品质

  该系统切割的高质量腿部给用户

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而且可以达

到与人工切割相媲美的产量和外观。 

ACM-NT JL 无软骨损伤切腿模块的秘

诀在于从后半胴体上“扯下”腿部，

而非切下。因此腿部可以保持自然形

态，而且不会损坏髋骨。

组合加工线

  ACM-NT 鸭子分割线上游可进行

扩展，以安装一个 QS3 质量分级站

和 SmartWeigher 智能称重机。在此

情况中，ACM-NT 成为了整只酮体分

送和分割组合生产线。离开冷却机

后，胴体将被转挂至 ACM-NT 装载

器，接着立即进行称重和质量分级。

切割模块前面的自动卸载站将卸载整

禽订单需要的相同尺寸的分级胴体。

所有剩下的胴体都将被切割。

  组合生产线具有很多优点。在单

独的加工线之间，胴体不再需要转

挂，可节省劳动力和空间。组合生产

线也能够让流程更加清洁，因为产品

一直保持在高架线上，最大程度地减

少了人与产品的接触，并且无需安装

缓冲器。

最优管理

  为进一步提高加工效率，可使用

一个 Innova PDS 系统控制组合生产

线。由于 ACM-NT 切割模块可以选择

性地绕过，工厂管理者可以利用 

Innova PDS 精确地确定如何对各个胴

体进行切割，以及卸载哪些胴体进行

整只销售。简而言之，Innova PDS 使
加工商以最能盈利的方式将胴体与收

到的整只或切割产品订单进行匹配。 

产能、产量和质量

  ACM-NT 是一款适用于全球各地

的鸭子加工商的极其宝贵的多功能工

具。它能够节省劳动力，这一点越来

越重要，因为这样可增加每小时产

能。但是这丝毫没有影响最终产品的

产量或外观。简言之，该系统能够真

正改变鸭肉分切操作的整体效率。 

 

 

请访问：  
marel.com/duck

“STORK ACM-NT 可优化鸭肉分切的整体效率。”
  切块鸭肉可以用来制作一份特别的菜肴，因此成
为世界各地的餐桌上一道越来越常见的美味。带皮和
去皮胸肉以及鸭腿是最受欢迎的产品，但鸭翅和前半
胴体（不带翅膀的带骨前半胴体）通常也很畅销。切
块鸭肉通常进行卤制、熏制或烘烤，以制作出美味方
便的小吃或菜肴。

独一无二的自动化鸭子分割
Stork ACM-NT 提供多元的模块化鸭子分切

http://marel.com/du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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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rel Poultry 被韩国公司 Harim 
Co. 挑选为益山市工厂现代化改造项

目的主要供应商。 

  Harim Group 和 Marel Poultry 彼
此非常熟悉，因为大多数 Harim 工厂

都已配备了很多 Marel Poultry 解决

方案。

  “我们对 Marel Poultry 及其员

工抱有很大的信心。我们非常感谢其

合作，而且能够与他们合作是我们的

荣幸。” 

  Harim 董事长 Kim 先生说。

最大的工厂之一 

  现在益山工厂处于利用 Marel 
Poultry 解决方案进行完全现代化改造

的转折点。工厂将扩展至六条（之后

甚至会达到七条）生产线。两条现有

的生产线将进行检修并重复使用。另

外将安装四条新的 Marel Poultry 高
速生产线，这会使该工厂成为亚洲最

大的家禽加工厂之一。当第七条生产

线投入运营时，该工厂将成为全球最

大的工厂之一。  

最新技术

  这四条新的 Marel Poultry 生产

线将使用我们在浸烫、脱毛、掏膛

和预冷方面的最新技术。世界上最

高效的掏膛机 Stork Nuova 和集成

式内脏拾取线将成为掏膛部门的核

心。所有四条生产线都将包括低维

护、自校准的高速 SmartWeigher 
智能称重机。

20 米高 

  韩国可用于建筑的土地很少，因

其 75% 的面积都为山区。Harim 设计

了一栋依附于现有工厂的五层（！） 

楼高的建筑，巧妙地解决了这一问

题，将生产面积从当前的 80,000 平方

米（扩大到 150,000 平方米。宽敞的

风冷通道使用成熟的 Stork DownFlow 
“Plus” 技术，该通道将被置于顶层。 

  固定重量投配是指按照目标重

量对某批次进行投配，例如 400 g。
超过预先计算的总重量的所有部位

都被视为让重。大多数大型零售和

快餐连锁店都需要固定重量投配的

产品。 

 

  Marel 多头称重器是以最低让重

生产这种产品的理想工具。

什么是非固定重量？

  世界各地的消费者都希望有各

种重量的产品包可供选择，例如 

500 克至 900 克 的产品包。小家

庭仅需要包含两件产品的产品包，

而较大的家庭可能需要包含四件或

更多件产品的产品包。这种超市货

架上的产品重量变化就叫非固定 

重量。 

加工商

  当超市要求家禽加工商提供 500 
克至 900 克的非固定重量的托盘产品

时，超市不会提前知道这些重量将如

何分配。也不会知道其所在区域的家

庭每日的需求量。提取该订单的货物

后，超市将面临着一天营业结束时仍

留有不必要的库存的风险，因为非 

固定重量托盘产品不符合消费者的 

需求。 

  因此，超市最好了解其客户的需

求，以便预测其消费行为。固定客户

忠诚计划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并帮助

超市提前确定正确的重量分配。 

可预测的非固定重量 

  除了不知道重量将如何分配，在

实际生产并交付前，超市也不会知道

需为非固定重量订单支付多少费用。  

这使得非固定重量订单基本上没有吸

引力。但是，Innova 食品加工软件可

将 Marel 多头称重器的数据与其他设

备收集的详细信息相结合。

  该软件准确了解将供应多少个 

500 至 900 g 间的各个非固定重量托

盘，并在订单生产前计算出价格。 

  Harim 董事长 Kim 

和 Paul Cardinaal（Marel 
Poultry 的区域销售经

理）在 Harim 总部， 

俯瞰汉江。

为一家五层楼的工厂提 供四条新的高速生产线

Harim 和 Marel  Poultry 发展势头强劲

  Marel Poultry 受邀为世界上最大的家禽加工厂之一供
应设备。韩国的 Harim 公司将安装四条新的 Marel 
Poultry 加工生产线，这些生产线将分布于实现完全现代
化的益山工厂的五个不同楼层。 

提高产量 利用 Marel 多头称重器生产非固定重 量的产品

  尽管如今固定重量投配已成为很多加工商所谈论的话题，但非固定重量产品仍然
是市场中重要的一部分。实际上，加工商应能够编制固定重量和非固定重量作业程
序。Marel 多头称重器的多任务软件可以完美地应对这两项计算挑战。 

Marel 非固定重量产品分配示例，图中显示有 

5 种不同的非固定重量“区间”。

“订单生产前即可计算出 
非固定重量订单的价格。”



5

  Marel Poultry 团队站在位于益

山的焕然一新、引人注目的 Harim 

大楼前面：Ruud Rijkers（项目经

理）、Martijn Sielias（区域服务经

理）、David Kim（韩国代理）、 

Paul Cardinaal（区域销售经理） 

和 Dennis Lukassen（项目工程师）。

为一家五层楼的工厂提 供四条新的高速生产线

Harim 和 Marel  Poultry 发展势头强劲

利用 Marel 多头称重器生产非固定重 量的产品

  Stork 高架输送线系统将肉鸡输

至各个部门，确保所有流程完全在线

上。该系统使用 ATC（自动张紧控

制）技术，可提高可靠性，并减少磨

损和开裂。在 Harim 的益山工厂， 

ATC 可以桥接超过 20 米的巨大高度

差，从而覆盖所有 

楼层！ 

软件和维护

  当然，没有精准的软件控制， 

如此庞大的家禽加工厂无法正常运

营。Innova 食品加工软件将确保对 

Harim 的 Marel Poultry 生产线上安

装的所有设备进行全面监控。 

  由于工厂的规模很大，为了防止

四条生产线出现不必要的停机，预防

性维护是一个重要的问题。第一年期

间，Marel Poultry 的现场服务工程师

将定期访问益山工厂，这是 Harim 
Group 明确表达的期望。 

开放的愿景

  董事长 Kim 对工厂有着清晰的

愿景：“Harim 想在家禽加工方面更

加开放。因此我们不仅向客户，而且

向学生和其他对家禽加工感兴趣的人

打开了我们的大门。我们想向他们展

示，我们的高速生产线如何成功生产

出优质、健康的鸡肉，以及我们高度

重视卫生、食品安全和良好的工作 

条件。” 

  进入工厂的客户将获得一次印象

深刻的体验。在公司电影院观看一部

介绍 Harim 的影片后，银幕将被升

起，客户即可进入 Harim 博物馆和信

息中心。一条 500 米长的参观走廊展

示了生产流程和 Marel 家禽加工生产

线的整体概况。 

  Marel Poultry 非常自豪能够成

为这项著名工程的主要合作伙伴，

因为这项工程可将家禽加工提升至

新的高度！

请访问：  
harimgroup.com

接近于零的让重

  Marel 非固定重量任务软件可在

选定的重量范围内投配块状产品， 

因此可以控制非固定重量托盘的最终

重量分配。得益于 Marel 多任务软

件，非固定重量变得可预测，而且现

在超市也能够控制非固定重量产品的

库存。这是完全独一无二的！

  不仅客户因能够预测非固定重量

而获益，加工商也从大大降低的让重

中获益。如果需要，多头称重器能 

够同时进行非固定重量和固定重量 

作业！ 

  在这情况下，可以实现接近于零

的让重，因为仅完全匹配的产品才会

进入固定重量流程，而剩下的产品则

运至非固定重量作业。

HARIM 简介
  Harim 成立于 1986 
年，是一家专注于食品加

工，尤其是蛋白质食品加

工的集团公司。Harim 
Group 的经营活动涉及八

个领域，包括鸡肉、鸭

肉、猪肉、牛肉、饲料、

配送、粮食运输和动物 

保健。  

  所有这些生产、加工和配送业务都紧密结合或彼此相关

联。Harim Group 在韩国、其他亚洲国家以及美国建有食品工厂。  

 

  该公司在韩国拥有四家家禽厂商（Harim, Orpum, Hangang 
CM, Joowon），并在美国拥有一家家禽厂商（特拉华州锡福德的 

Allenharim）。Harim Poultry 总部位于全罗北道益山，每年对附近 

600 家家禽场供应的近 1.2 亿只鸡进行加工。Harim Poultry 拥有 

1,900 名工人，经营着益山和井邑的多家工厂。  

拿破仑的帽子

  Harim 始终力求实现最高品质，遵守最严格的食品安全要

求。Harim 始终牢记“全球第一生产力”的愿景，因此进入国际

市场是理所当然的。

 

  2015 年，董事长 Kim 在巴黎一场拍卖会上拍得拿破仑的帽

子，登上了世界新闻头条。他收购世界上最大的航运公司之一 

Pan Ocean（拥有约 90 艘船）的举措也震惊了世界。不到一年时

间，董事长 Kim 使这家韩国航运公司转亏为盈，也使其承担了 

Harim 进口的大部分饲料的运输业务。 

“它将成为亚洲最大的家禽加工厂之一。”

MAREL 非固定重量软件

  Marel 为多头称重器专门开发了非固定重量软件。该软件最多可将

非固定重量范围（例如 500 - 900 克）分为 5 个“区间”，并控制各个

重量范围必须分配多少百分比的块状产品（参见图片）。

  这一功能有助于超市采购适合本地客户的重量分配的托盘产品。 

最终，超市将不会面临需求量很大的特定重量范围出现短缺或未售出的

不受欢迎的托盘出现剩余的情况。

http://harimgroup.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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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级加工过程中的几乎所有设备

都具有集成传感器，用于衡量生产期

间的生产线性能。利用这些传感器收

集的数据，IMPAQT 能够揭示哪些流

程导致性能损失或生产线停止。这些

结果仅基于数据，但完全可靠，无需

进行任何猜测。一次性事件或孤立 

的故障经常会发生，而且难以预防， 

但是当同样的故障重复发生时，无 

论其损失多小，工厂管理者都应进 

行干预。 

IMPAQT 消除了讨论的必要

  Innova IMPAQT 专注于可靠

性。IMPAQT 提供实时关键绩效指

标，指出即使是最小的损失，并给出

发生的原因。这样，IMPAQT 便消除

了讨论的必要，使管理者可基于真实

数据（即 IMPAQT 提供的完全可靠、

透明的数据）做出决策。 

掏膛性能监测

  一旦安装在加工厂，Innova 
IMPAQT 即可成为确保最佳性能、可

用性和质量的理想工具。实际上，它

使管理者能够尽早确定即使是最小的

性能下降，并立即作出反应。以掏膛

性能为例：假设 IMPAQT 监测到掏膛

性能发生微小的损失，它能够直接进

行详细探究并检测原因。 

 
详细探究

  “从我们的项目示例图表中可看

出，更换部件并优化设置后，掏膛机

的运行情况已得到较大改善，但是仍

不连续。此时，我们可以决定让 

IMPAQT 显示各单元的性能。在示例

中，我们从 IMPAQT 中看到，仅三个

单元运行不良，而非整台机器。更换

这三个单元后，机器恢复最佳性能，

且完全受控，”Innova IMPAQT 项目协

INNOVA IMPAQT
信号丢失及其
原因
初级加工示例

  没有可靠的软件控制，便无法实现加工厂的最高
整体效能。这正是 Innova 整体设备效能模块 IMPAQT 
（性能、可用性和质量趋势智能监控）能够发挥的作
用，它能精确指出最小的不必要的生产损失。  
  即使对于组织有序的自动化家禽加工厂，IMPAQT 
也能实现增值。 

屏幕显示所有信息

  所有 IMPAQT 数据都一同显示在全面的软件平台 Innova 上。操作

人员能够轻松地读取该数据库并生成报告，并查看每天、每周、每月或

每年的定制化操作面板。 

I  nnova IMPAQT 屏幕对所有信息进行了解释。“正常运转时间栏”

清晰地显示了可进行满负荷生产的时间，其中考虑了中断时间。生产损

失以红色显示，并附有其原因。 

  IMPAQT 是发送信号以及生成报告和柱状图的工具，可显示待处理

的区域，以避免可能的损失。 

  损失可能指可用性（停置或空钩环）、质量或性能损失。 

  随着位于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的

新建工厂完全投入运营，Sedima 成
为了西非专业、高产能家禽工业加工

商的典范。该工厂的设计产能为 

4,000 bph，可以扩展至 6,000 bph。
  2017 年 1 月启动的新工厂是 

Sedima 历史上的一个重大里程碑。

流程逐步得到优化，从而使公司受益

于所安装的 Marel Poultry 自动化解

决方案的全部潜能。  

 
高度自动化

  Sedima 新工厂配备了 Marel 
Poultry 解决方案，包括活禽处理、 

电击晕、浸烫、脱毛、掏膛、水冷和

分级流程。从一开始，该生产线即实

现了高度自动化。来料肉鸡被悬挂至

生产线上，并在水浴中接受电击晕。

接着，生产线朝终点的方向弯曲，并

通过宰杀站，在该处进行手动清真屠

宰。这符合当地市场要求，因为塞内

加尔 95% 的人口为穆斯林。 

脱毛

  然后产品经过浸泡烫池，接着接

受线上自动脱毛。“我们非常满意 

Stork 脱毛设备。只要我们调整好温

度和设置，浸烫和脱毛操作即可顺利

完成，精确地留下我们市场所偏好的

适量表皮，”Sedima 维护总监 Khaly 
Sarr 如是说。 

  仍然悬挂在高架输送线上的产品

进入掏膛部门。经过人工开膛和开肛

后，进行全自动化掏膛，这在西非是

首例。  

 
NUOVA CORETECH

  Stork Nuova 是全世界公认的领

先掏膛系统。Sedima 特别选择了拥

有 20 个处理单元的 Nuova 
CoreTech，使用该系统无需将内脏包

转挂到单独的钩环上，而是将其挂在

肉鸡后方。然后可以人工去除并处理

内脏。  

  Nuova 掏膛机的 CoreTech 版本

可以升级为全功能的 Nuova，而无需

更换整个机器。 

  Sedima 的自动化高架输送流程

由 Innova PDS 生产控制和信息软件

监控，该软件收集所有相关产品数据

以控制生产，并提供操作面板。

分级

  在螺杆式冷却器中进行线下冷却

后，产品被手动悬挂至分送/选择线。

整只产品根据重量、家禽质量和人工

目视检查这三个标准进行分级。A 级
整只产品直接进入市场，而所有其他

产品进行人工切割。

安装后即可运行

  Sedima 追求世界级加工标准和

最终产品质量。因为这一追求，他们

才决定选择 Marel。Sedima 总经理 

Anta Babacar Ngom 女士说：“我们非

常满意由 Marel Poultry 担任我们的

主要供应商。从为我们工厂制定第一

份计划时起，他们经验丰富的人员一

直在给予我们支持。现在一切都已投

入使用，很高兴看到 Marel Poultry 
安装的设备运行良好。此外，我们非

常感谢 Marel Poultry 为我们的人员

提供的培训课程，例如 Innova PDS 
课程。” 

积极进取的企业 

  Sedima 由其现任总裁 Babacar 
Ngom 先生成立于 1976 年，是一家

垂直整合的公司，也是塞内加尔最大

的私营农业公司。其经营范围涵盖整

个家禽生产链的所有业务，包括孵化

场、饲养场、饲料加工厂和食品加工

厂。Sedima 也是禽蛋生产的市场领

导者，拥有自己的产卵鸡场。

  Sedima 是一家积极进取的现代

化企业，拥有强大的发展动力和明确

SEDIMA 满足最高标准
  历史悠久的塞内加尔公司 Sedima 拥有大型集成
化家禽企业，以雄心勃勃的现代化业务模式著称。如
今，Sedima 从零开始新建加工厂，并配备整套 Marel 
Poultry 解决方案，进入实现完全集成化的最后步骤。

塞内加尔的一
个高度自动化
的现代新建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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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 IMPAQT
对各单元

的监测

  Innova IMPAQT 会针对即使是最小的损失发送信号，检测损失原因并帮助确保最

高的性能、可用性和质量。

“实时监测，以充分发挥潜能。”

SEDIMA 满足最高标准

“很高兴看到设备运行良好。”

的经营理念，因此成为非洲独一无二

的公司。Sedima 高度重视卫生、安

全、环境、人员资质、程序和基础 

设施。 

家禽行业前景广阔

  Sedima 是一个有效、高效的组

织，将家禽行业变为塞内加尔最有发

展前景的行业之一，有助于减少贫困

和促进发展。Anta Babacar Ngom 女

士说：“我们改变了人们对西非家禽

加工的思考方式，并展示了自动化可

以在其中发挥怎样的作用。”  

  Sedima 仍在发展壮大中，而

且，将家禽产品出口至毛里塔尼亚、

冈比亚和马里这些周边国家的业务在

其发展优先级中处于重要位置。此

外，塞内加尔有 1500 万人口，其国

内市场也有巨大的发展潜力。 

家禽行业的发展机会

  塞内加尔对禽肉的消耗量正稳步

增长，超市和食品连锁店走向大众，

这必将促进家禽行业的发展。Sedima 
正抓紧机会在达喀尔建立全新的家禽

加工厂，该工厂已准备好面对未来一

切挑战。 

请访问：  
sedima.com

调人 Dirk Kuijpers 说，“这极好地展

示了 IMPAQT 可如何监测并分析即 

使是最小的细节，以便充分发挥潜

能。”

悬挂损失 

  悬挂损失也是 IMPAQT 能够处理

的一个重要问题，因为生产线开端的

每个空钩环都将从流程下游一再返

回。在生产线的多个位置，操作人员

和设备将会出现效率低下，等待再次

挂满钩环。  

  在 IMPAQT 上可以整合悬挂效

率，因为这类数据易于收集且实时提

供。IMPAQT 负责检测各个空钩环是

否因人工悬挂绩效不佳导致。如果活

禽供应等流程出现故障，IMPAQT 不
应将那些空钩环归为悬挂损失。这可

以利用活禽进料输送带的传感器记录

活禽可用性来实现。

面对现实 

  如何才能减少这类悬挂损失？当 

IMPAQT 每次在特定班组交接后都显

示类似的性能损失时，相关班组可能

需要更好的培训。向班组成员展示 

IMPAQT 数据应该能够有效激励他们

实现最佳悬挂绩效。这说明，IMPAQT 
使每个人面对现实，而现实情况有助

于实现改进。

请访问：  
marel.cn/IMPAQT

http://sedima.com
http://marel.cn/IMPAQ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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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肉鸡在 2016 年底试运行、位于

爱荷华州查尔斯城的新建工厂进行 

加工。  

  新建工厂是美国第一家几乎全部

配备 Marel Poultry 设备的工厂，每

小时可对 8400 只 平均重量为 2.95 
千克 的活禽进行加工。据 Simply 
Essential 的 CEO Dennis Krause 所
述，查尔斯城工厂旨在提供无可比拟

的技术、效率、可持续性、安全和动

物福利水平。

前沿技术 

  John Pastrana 继续说：“参观了

欧洲的参考工厂并与 Marel Poultry 
专家和管理人员进行讨论后，我们认

定 Marel Poultry 是可满足我们需求

的最佳选择。我们所看到的设备的性

能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真

的非常高兴能够成为美国第一家使用 

GP 活禽处理系统、DownFlow 
“Plus”风冷技术、最新的 Stork 的
自动剔大腿肉技术和“D strap”贴标

机的公司。”

独一无二的 MAREL POULTRY 

  该新工厂还配备了美国安装的第

二个 SmoothFlow 受控气氛击晕系

统、完整的浸烫和脱羽线、Nuova 自
动掏膛和内脏拾取系统、两条完整的 

ACM-NT 自动分割线、SensorX 骨头

探测系统和 Marel Weigh 价格贴标

机。自动转挂机在部门之间传送产

品，确保流程完全在线上。 

  覆盖整个工厂的 Innova 监控系

统监控整个生产流程，为管理者提供

宝贵的管理工具。

关注动物福利

  “动物福利是 Simply Essentials 
考虑的首要问题。我们对 Stork GP 
运输模块印象非常深刻，这也是我们

为新工厂选择 Stork GP 活禽处理系

统的原因。相较于我们在美国习惯使

用的侧面装载而言，能够通过模块顶

部装载家禽是一大进步。我们期待大

幅减少产品损坏，尤其是对禽翅的损

坏。对我们而言，禽翅是一种受欢迎

且可盈利的产品。”John Pastrana 在
谈到关于安装 CAS SmoothFlow 的决

策时也说：“我们充分认识到了受控

气体击昏所带来的动物福利和最终产

品质量优势，而且我们想将该技术纳

入我们的新流程中。我们喜欢的是 

Stork 系统简易的设计。我们确信，

我们做出了正确的选择。”

预期

  高效、卫生的掏膛和和内脏拾取

是 Simply Essentials 的另一个关注

点。John Pastrana 继续说：“我们决

定实现内脏拾取自动化，因为我们相

信，这将使我们大幅提高内脏产出，

并节省劳动力和改善卫生条件。确定 

Nuova 系统符合预期让我很高兴。”

首个风冷系统 

  如上所述，Simply Essentials 是
美国第一家使用 Marel Poultry 
DownFlow“Plus”风冷系统的家禽加

工商。风冷通道可适应约两英里的高

架输送线，并可以容纳约 23,000 件
产品。通道配有喷雾器，可在预冷过

程的各个阶段施加一层薄水膜。水雾

可防止畜体干透，以尽量减少重量损

失，还可以抑制细菌生长。John 
Pastrana 继续说：“我们想为客户提

供一些特别的东西。我们深信，风冷

产品的外观和口感都更好。我们想锁

住的是味道，而非水分。风冷过程也

更卫生，可为我们带来更安全的 

产品。  

  我们很乐于宣传我们的包装 

技术。”

 
对使用剔大腿肉系统感到自豪 

  Simply Essentials 是世界上第一

批安装 ACM-NT 分割系统以及最新的 

Stork 自动剔大腿肉系统的家禽加工

商之一。在 ACM-NT 的处理下，这将

以极高的吞吐量带来零售品质的无骨

大腿肉。  

  John Pastrana 继续说：“当系统

在德国启动安装时，我们观看了两

次，对其生产率感到十分惊诧。产量

和外观看起来都很可观，而且存在巨

大的节省劳动力的潜力。我们很自豪

能够成为美国第一个使用该新系统的

用户。”

  另一种首次在美国投入使用的 

Marel 机器是 Marel M360 贴标机，

用于粘贴环绕无底纸标签。John 
Pastrana 解释说：“Simply Essentials 
迫切希望为消费者提供关于所购优质

产品的完整、准确、真实的信

息。M360 为我们提供了实现这一目

标所需的更大的印刷面积。”

出色的工作

  Simply Essentials 项目从始至终

进展都很顺利。  

  所面临的其他挑战是约 250 名员

工之前没有家禽加工相关的经

验。John Pastrana 对 Marel Poultry 
提供的支持大加赞扬：“他们是我所

合作过的最优秀的一群人，任何言语

都表达不了我对他们的感激之情。  

  每个人都表现得很出色！”Marel 
Poultry 期待与 Simply Essentials 进
行密切合作，以确保其激动人心的新

业务取得成功。 

请访问：  
simply-essentials.com

  “当我们在 2015 年底成立肉鸡加工分厂时，我们拥有清晰的
目标。我们想在配备最新加工技术的新工厂为美国消费者供应一系
列根据最高卫生和动物福利标准生产的创新、健康的优质鸡肉产
品。”Simply Essentials（总部位于堪萨斯城的优质肉类蛋白和奶制品
供应商）运营副总裁 John Pastrana 以此总结了其公司的目标。

Scott Moore 
(Marel Poultry 
Territory 销售经理) 
和 John Pastrana 
(Simply Essentials 
运营副总裁)。

  Simply Essentials 在美国是独一无二

的，因为其供应的所有肉类（牛肉和猪

肉以及鸡肉）都来自食用经 USDA 批
准、基于亚麻籽的饲料的动物，因此胆

固醇含量更低，Omega 3 脂肪酸含量更

高。公司秉承“如果我们的动物吃得更

好，您也会吃得更好”这一简单的理

念。Simply Essentials 也是美国仅有的六

“我们想要锁住的是
味道，而非水分。”

Simply Essentials 拥有清晰的目标
Marel Poultry 在美国的第一家新建工厂

http://simply-essential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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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销售空冷生鲜产品的鸡肉生产商之

一。大多数胴体都被分切为翅膀、大腿

和琵琶腿，并进行剔骨，生成无皮大腿

肉和胸肉。所有切割和去骨的产品都用

引人注目的有盖托盘进行包装。目前约 

90% 的产品都通过各种直销店（包括 

连锁超市、地方小型“夫妻”店）进行

零售。

紧凑、卓越的分送
SingleFeed 分送器

  您可以想象，对于家禽加工厂，很多情况下，产品是散
装供应至需要各个分离产品的下游流程的。全新的 Stork 
SingleFeed 分送器解决了这个问题，也解决了散装禽肉需要
进行分送，以进行称重、分级、检测、分割、深加工或冷冻
这类情况。简而言之，该机器提高了加工商的效率。

  SingleFeed 适用于以散装、整批或不均匀流

量供应的小型无骨产品，例如肉块、肉柳或肉

条。它是一种高速自动化系统，因此其分送速度

可以满足高要求。它利用真空技术确保自动进料

和自动分送产品。这项技术要求使用湿产品。如

果产品已经过水冷处理，则已经足够湿润了，而

如果没有，简单地喷洒一层水雾即可。

灵活的应用

  SingleFeed 有多种使用方式。例如，它可为

带式分级机（双轨道）供给鸡柳或小型无骨产

品，可作为双通道或三通道 SensorX 系统的供应

源，还可为双通道鸡块分级系统供料。

  无论 SingleFeed 执行的是哪项任务，都可

确保操作迅速、连贯。 

  操作和维护非常简单，可以说，它几乎可以

自动运行。系统仅需很少的调整，通道偏移和产

品间隔等必要的调整可以灵活进行。SingleFeed 
因易于控制而“简单”高效。

最紧凑的分送机

  SingleFeed 采用非常紧凑的设计，比其他 

系统和人工系统的占地空间小。实际上， 

SingleFeed 是市场上最紧凑的自动分送解决方

案。它只需占用加工厂极小的空间，但可以节省

大量劳动力。它可取代带式分级机应用中的两项

至六项人工操作。

  除了具备简单性和紧凑性，SingleFeed 还为

流程增加了重要功能，只需极少维护。

请访问：  
marel.cn/singlefeed

“易于控制、最高效率。”

Simply Essentials 拥有清晰的目标
Marel Poultry 在美国的第一家新建工厂

http://marel.cn/singlefe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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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亚 
加工商
选择 
Marel 
Poultry

CENTACO

  Centaco Group 成立于 1969 
年，最初只是一家小规模的饲养场。

经过稳步增长，现在该公司已成为一

家完全垂直整合的公司，是泰国领先

的独立农工业企业之一。Centaco 目
前拥有超过 3,000 名员工，分布在 

12 家公司中，各公司均在各自的领域

处于领先地位，包括家畜繁育（家禽

和肉猪）、养殖、饲料加工厂、动物

保健产品、家禽加工和食品生产 

（包括新鲜肉）以及深加工业务 

(Skyfood)。 

  36 年前，1981 年，Stork PMT 
在 Centaco 安装了一条 4000 bph 的
生产线。  

  这是 Stork 在东南亚的第一条家

禽加工生产线。从那以后，Centaco 
Group 下属的 CPC (Central Poultry 
Processing) 一直在供应新鲜鸡肉产

品。 

  Centaco 忠诚于其最初的供应

商，将通过新的 Marel Poultry 解决

方案升级其加工生产线。  

  升级包括组件和模块化设备扩

展，以将现有生产线的产能增加到 

10,000 bph，并包括提高自动化水平

的先进加工设备。

PS POULTRY COMPANY LTD.

  位于泰国春武里的 Pongsak 
Group 旗下拥有四家家禽公司。该公

司创建于 50 年代中期，最初是一家

家庭经营的小型鸡肉加工厂。 

  如今，它的业务涵盖从饲养场到

工业加工厂的整个行业。 

  该公司旨在根据一般食品安全法

规，使用最先进的技术和最新的知

识，将鸡肉加工成最优质的最终产

品。 

  这一承诺包括建立一家初始产能

为 6,000 bph 的全新工厂。近年

来，Marel Poultry 和 PS Poultry 一直

在密切合作，以期提出一个解决方

案，不仅满足第一阶段的性能和投资

要求，而且提供灵活性以便将来在不

对持续生产造成不利影响的前提下将

产能升级到 12,000 bph。

ANA’S BREEDERS FARMS

  位于菲律宾达沃市的 Ana’s 
Breeders Farms Inc. (ABFI) 是一家垂直

整合的公司，业务范围包括饲养场、

孵化场和加工厂。它还拥有涉及肉猪

和家禽、各种加工肉制品、包装产

品、冷藏服务和制冰领域的子公

司。1975 年成立之初，该公司称为 

Ana’s Poultry Farm，经营一家育有 

2,000 只产卵鸡和 2,000 只肉鸡的租

赁农场，仅拥有三名员工。 

  如今，Ana's Breeders Farms 是菲

律宾新鲜鸡肉的领先生产商之一，创

立了自己的旗舰品牌“Farmer's Fresh 
Chicken”。 

  两年前，Ana's Breeders 决定大

幅扩大加工能力。它选择由 Marel 
Poultry 提供一条产能为 6,000 bph 
的完整加工生产线。 

  Ana's Breeders 正在一块美丽的

土地上（四周被一些芒果树包围，这

里以前是一家果园）筹建一家现代化

新建工厂，而这条生产线将安装在该

工厂中。 

CARGILL PHILIPPINES

  Cargill Philippines 与 Jollibee 
Foods Corp. (JFC) 成立了一家合资企

业，将在八打雁建立并运营一家全新

的家禽加工厂。新工厂将成为菲律宾

最大的家禽加工厂，预计每年将加工 

4500 万只鸡，以满足日益增长的消费

者需求。 

  该工厂预计将为八打雁及邻近省

份创造 1,000 个新工作岗位并创造新

的机会，因为工厂将雇佣当地的家禽

养殖户饲养肉鸡。该工厂将为 JFC 提
供去除内脏和腌制的鸡肉，以满足 

Chickenjoy、Greenwich 和 Chowking 
等 JFC 品牌日益增长的需求。 

  八打雁的新建家禽加工厂的主要

设备供应商是 Marel Poultry，产能将

为 9,000 bph。 

扩展泰国 
和菲律宾的现有工厂 
和新建工厂
  最近，东南亚地区的许多家禽加工商选择利用 Marel Poultry 解决方案来扩大和
更新其加工业务。这是因为 Marel Poultry 在将其全球经验转化为针对客户特定要求
的本地解决方案方面非常成功。泰国的 Centaco 和 PS Poultry 以及菲律宾的 Cargill 
和 Ana's Breeders 等公司已经扩大了产能，或决定使用 Marel Poultry 解决方案创建
新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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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LISBURY POULTRY 简介 

  Salisbury Poultry 是一家获

得广泛认可的知名家禽加工公

司，专门生产手工测量尺寸的

定制鸡肉块。该公司是由 Raj 
Mehta 于 1989 年成立的，目

前仍然是一家私营公司，具有

强烈的家庭价值观，认为每一

位客户都是业务的血脉。最

初，该公司仅有 10 个员工，

从位于西米德兰兹郡中心地带

的基地为当地批发商和餐馆供

应产品。

  凭借敬业的员工队伍和 

Raj Mehta 的领导，该公司业

务逐年增长，目前在专门建造

的现代化生产设施中运营，包

括切割厅、冷藏库、冷冻柜、

冷却机、零售

包装区、进货

和配送中心，

拥有超过 500 
名全职员工。

  该协议的签订是 Marel 
Poultry 在 EuroTier 国际畜牧展

上收获的最大成功之一。该协议

涉及到为英国第一家具备如此高

的生产线速度的全新、先进的工

厂提供解决方案。 

从奶酪到家禽

  从位于北威尔士雷克瑟姆附

近的“First Milk”处收购了前制

酪场后，Maelor Foods 决定将该

场地改造成一家全新的家禽屠宰

加工厂。该工厂将设有一条产能

为 13,500 bph 的整只肉鸡初级

加工生产线，用于为 Salisbury 
Poultry 的比尔斯顿工厂进行切割

和剔骨。雷克瑟姆工厂也将进行

进一步剔骨操作，这里有更多的

空间和更大的产能以便 Maelor 
Foods 发展业务。 

Maelor Foods 最近获得了 BRC/
SAI 全球认证“AA”等级以及 

Red Tractor 的完全批准。

树立新标准

  这是将在英国建造的第一间

具备如此高的生产线速度的超现

代化新工厂，它将为家禽行业树

立新标准。Marel Poultry 被选中

为该项目的合作伙伴 

并将提供一个结合全自动化内脏

和禽爪加工的完整的屠宰和掏膛

部门。此外，该工厂还将安装 

Stork 线上风冷通道和分级生 

产线。

适应未来

  13,500 bph 的产能是初始启

动速度，初级加工线将为 Maelor 
Foods 未来的业务发展做好 

准备。

  Marel Poultry 区域销售经理 

Jeff Donald 表示：“对于这个项

目，Maelor Foods 已经将 Marel 
Poultry 选为最有能力的供应商，

因为 Marel Poultry 不仅了解他们

的需求，而且有能力交付适应未

来发展的工厂生产流程。我们非

常期待在 2017 年完成这个 

项目。”

 请访问：  
 salisburypoultry.co.uk

Maelor Foods 选择 Marel Poultry 
全新、先进的工厂

MAELOR FOODS 的选择 

  Maelor Foods 对 Marel Poultry 解决方案

的选择围绕两个中心主题：极度注重卫生以及

为实现最高产能做好准备。

卫生

  整个工厂布局的设计极度注重卫生。这已

应用于浸烫流程，其中，Stork AeroScalder 的
操作比常规的浸泡烫池所面临的交叉感染风险

要小得多。在掏膛部门，配备大量额外的清洗

装置证明了这一点。  

 

  例如，Nuova 24 EV 旋转加工机具有高压

清洗机，而 FIM RotoVac 最终检查机通过确

保获得最清洁的胴体可实现清洁的掏膛流程。 

  Maelor Foods 还配有完整的 Stork 禽爪

加工系统，可在单独的高架吊架生产线上清洁

地处理禽爪。该系统还包括一个先进的禽爪跟

踪系统。  

  全面的 Innova PDS 系统对钩环上进行的

所有流程进行监控。其复杂的软件时刻保持着

全面的家禽跟踪和追踪。

最高产能

  EV 部门也明确展示了 Maelor Foods 对实

现最高产能的准备。开肛、开膛、掏膛，最终

检查或转挂，所有这些流程都将很容易处理当

前 13,500 bph 的速度。而配有 DownFlow 
“Plus”技术的风冷通道同样如此。Maelor 
Foods 是第一家应用可预测通道负载的全新 

ChillingControl 原理的家禽加工商。  

  分送线处理最高产能的能力也清晰可见，

新设计的重型 GDR-HS 产品装载器输送产品

经过 IRIS 和 SmartWeigher 质量分级和称重

设备到新的高产能卸载站。 

  Salisbury Poultry (Midlands) Ltd 的关联公司 
Maelor Foods Ltd 已选择 Marel Poultry 作为其在英
国雷克瑟姆的产能为 13,500 bph 的全新家禽加工
厂的供应商。 

“这将为家禽业树立新标准。”

  Arie Tulp（Marel Poultry 销售

与营销总监）、Jeff Donald（Marel 
Poultry 英国区域销售经理）、 

Raj Mehta 先生（Maelor Foods 所
有人兼总经理）、Steve Hammond 
先生（商务总监）、Paul Cardinaal 
（Marel Poultry 区域销售经理）。

http://salisburypoultry.co.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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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后，现在， 

Lizman S.A. 准备从阿根廷国内市场

扩展到更大的舞台。Stork CoreTech 
掏膛机非常适合这一计划，不仅便

于公司向前发展，同时能够有效和

巧妙地利用现有投资。可以

说，CoreTech 将“持续运行”。 

当需要扩展到更高的自动化水平

时，无需更换整机，它就能够随着

加工商的发展而扩展！ 

提高自动化水平

  Lizman S.A. 正从手动掏膛稳步发

展为自动化流程。同 Nuova CoreTech 
掏膛机一样，Stork Nuova 相同系列

的开肛机和开肛机也在该工厂运行。  

  著名的 Stork Sigma 高架输送线

系统利用其坚固的滑轮和钩环顺畅、

平稳地将产品运送至掏膛部门，该系

统也用于 Lizman S.A. 工厂的其他 

流程。 

脚踏实地

  Lizman S.A. 为世界各地处于相同

情况的很多其他加工商树立了一个很

好的榜样。创始人来源于行业之中，

脚踏实地。  

  他们有自知之明，并知道如何在

市场中取得胜利以及如何定位自己的

公司，以获得最佳业绩。 

重要的决定

  Lizman S.A. 总经理 J. Carlos 
Guzman 先生说：“目前，我们正在

进行关于自动化的重大决策。我们完

全信任 Marel Poultry，因为他们拥有

专业知识并提供了支持。他们为我们

提供了用于进一步发展的适当工具，

让我们能够乐观地期待未来。”

精心制定的措施

  Marel Poultry 阿根廷区域销售经

理 Marco Solleveld 对 CoreTech 概念

提供的可能性感到兴奋。“如今，您

可以利用 Nuova CoreTech 启动一条

产能为 1,000 或 2,000 bph 的加工生

产线，运行 12 英寸间距的 10 个掏

膛单元。经过一段时间并升级到 

6,000 bph 后，同一台 CoreTech 机器

利用 6 英寸间距的 20 个单元也可以

处理这个速度。进一步展望未来，当

集成了自动内脏转挂功能后，实现 

示范性发展 Stork CoreTech 与 阿根 廷加工商 

  阿根廷公司 Lizman S.A. 的发展故事是世界上许
多白手起家、之后获得巨大成功的家禽加工商的典
型代表。在这个故事中，Stork Nuova CoreTech 发挥
着重要作业，因为它始终能够适应工厂的发展， 
无论发展速度多快。 

“CORETECH 将长久运行下去。” Lizman S.A. 共同发展

  禽爪的主要市场是以中国为主的

东南亚市场。根据市场情况，客户可

能需要禽爪或整只脚。禽爪是鸟类用

于行走的禽脚部分，而整只脚也包括

胫骨到跗关节的部分。

禽脚切割

  Stork TR-DE NT 脱毛至掏膛生产

线的转挂机具有集成式禽脚切除器，

可将禽脚和胫骨从胴体分离。切除器

的刀片可以调节，并且可以进行设

置，从而生产出附有较大或较小的胫

骨部分的任何长度的禽脚。这一切都

取决于客户的需求。 

  如果客户需要完美的跗关节无软

骨损伤切割，可以选择在 TR-DE NT 
之前用预切模块进行预切割。 

禽爪跟踪

  有些市场要求，如果胴体在掏膛

线的病疫检查中不合格，则其禽脚也

为利润丰厚的禽爪产品带来附加值
自动化 
禽爪加工

  全球市场对肉鸡禽爪和禽脚的需求正在稳步增
长，这使得世界各地的家禽加工商都想安装禽爪加工
系统。通过将模块化在线禽爪加工系统集成到初级流
程中，Marel Poultry 提供了一套完整的选项。这种自
动化解决方案为过去通常被视为副产品的部分增加了
很大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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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范性发展 Stork CoreTech 与 阿根 廷加工商 

  J. Carlos Guzman 
先生（Lizman S.A. 董事

长）和 Marco Solleveld 
（Marel Poultry 区域销

售经理）。

9,000 bph 的生产线速度是可行的。

所以，每当加工商达到新的里程碑

时，都可以继续依赖我们安装的设备

和服务。  

 

  我们利用精心制定的措施支持这

类进展，创造了持续、顺利的发展，

从初始产能提高到更高的生产线 

速度。” 

  J. Carlos Guzman 先生也非常欢

迎 Stork Nuova CoreTech。  

“CoreTech 是实现流程自动化的一个

关键垫脚石。  

  我们认为，它将长久运行下去。” 

 

请访问：  
lizman.com.ar

LIZMAN 简介
  家禽加工公司 Lizman S.A. 拥有超过 20 年的行业经验，在阿根廷的许多地区设有分支机构， 

发展零售和批发业务。Locos X El Pollo 品牌主打零售市场，并非常关注美食和酒店市场。Pollos Santa 
Monica 品牌定位于批发市场。

  由于其持续投资的政策、专业的员工队伍和优秀的客户，Lizman S.A. 能够保持持续发展，同时

加强与客户的联系。该公司的生产设施位于布宜诺斯艾利斯省的佩尔加米诺市，那里有饲料加工

厂、加工厂和一些饲养场。这种布局结构有助于 Lizman S.A. 将质量和范围不断提高和增加的产品送

达消费者的餐桌。公司几乎销售所有鸡肉最终产品，例如整只产品、肉片、琵琶腿、腿部、大腿、

翅膀、鸡脚、内脏和机械去骨肉。 

Lizman S.A. 共同发展

不合格。对于这种情况，Marel 提供

禽脚跟踪系统。  

该系统包括传感器和必要的软件。当

胴体在掏膛部门被拒绝时，系统将记

录移除酮体所用的钩环。该信息然后

被用来定位相应的禽脚，以及将这些

禽脚从禽脚线的钩环自动卸载。

禽爪切割

  禽爪切割机可以安装在生产线的

自动禽爪卸载机的前方。经切割和检

查后，禽爪或禽脚从钩环上卸载并输

送至禽脚浸烫池。剩余的胫骨从线上

卸下并被收集用于炼脂或宠物食品制

造。

禽脚浸烫

  无论选择何种禽脚浸烫技术，禽

脚都必须进行高温浸烫。对于产能高

达 12,000 bph 的生产线，Stork 烫脚

机 L 型是理想的解决方案。浸烫机使

用旋转螺旋钻将禽脚输送通过浸烫

机，其中含有被直接蒸汽喷射加热至

约 60°C 的水。Stork 烫脚机 XL 型
的工作原理不同。它具有双面空心

壁，可供 90°C 的热水循环通过。这

种空心壁将池中的浸烫水加热至所需

的 60°C，因此不需要蒸汽供应。XL 
型解决方案适用于最高的加工产能。

禽脚去皮

  经浸烫的禽脚或禽爪接着进入去

皮段。根据产能，将需要一到四台去

皮机。冷水和温水、以及脱皮单元内

的拔毛指和喷水器相结合可确保完全

去除外皮和趾甲，而这些都将被冲 

洗掉。

预冷 

  去皮后，禽脚即可进行冷冻。除

了在装有鼓风机（用于搅动水）的水

槽中使用螺旋钻冷却法，Marel Poultry 
还提供桨叶式预冷机，其旋转管应用

了容积式流量原理。Stork 桨叶式预

冷机具有更高的装料密度，并以恒定

的流量卸载产品。

增值

  预冷后，禽脚已经到达加工线的

终端。现在，可以对禽脚进行质量评

估，然后包装成利润丰厚的最终产

品，准备进入市场供出售。 

  从禽脚/禽爪切割到包括预冷在内

的流程，Stork 禽脚加工系统完全自

动运行，无需任何手动输入。由于该

系统为禽脚产品增加了较大价值，而

且不需要人工操作，因此很快即可获

得投资回报。

请访问：  
marel.cn/feet

为利润丰厚的禽爪产品带来附加值
鸭脚加工

  鸭脚也是利润丰厚的产

品。主要市场是以中国为主

的亚洲市场。鸭脚加工非常

类似于肉鸡脚加工，只有浸

烫流程不同。鸭脚与整鸭一

起进行浸烫，所以不需要单

独的烫脚机。此外，鸭脚从

不切割成鸭爪。 

  Stork 解决方案可完全自

动加工鸭脚，包括各种线上

脱皮和预冷选项。其模块化

设置可为各种产能提供节省

劳力、可盈利的解决方案。

http://lizman.com.ar
http://marel.cn/f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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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ric de Geest (Marel Further 
Processing 区域销售经理) 和 

Juan Mate (Europa Cuisson CEO)

  Europa Cuisson 的 CEO Juan 
Mate 说：“我们的使命是通过优质

产品满足客户的期望，从而满足他

们的要求。我们以切割方式各不相

同的蒸煮、烘烤、油炸和调味的家

禽产品而闻名。凭借创新能力，我

们开发了各种便利型面包产品。我

们相信这些新的面包产品将会成功

大卖。”

顶尖技术

  Europa Cuisson 将 Marel 
RevoPortioner 视为其获得成功所必备

的核心技术。对于其新的鸡肉面包产

品线，该公司希望使用最新、最先进

的技术：“我们是行业领先的欧洲生

产商，为了保持这一地位，我们希望

与提供顶级技术的供应商合作”， 

Juan Mate 说，“所以我们选择了 

RevoPortioner。所有产品均具有相同

的尺寸和重量。没有浪费，没有污

迹，原材料的质量（例如整块胸肌

肉）都不会受到影响。纤维和结构仍

保持着应有的状态。最终生产出高质

量、诱人的成型产品，口感好，味道

鲜美。”

外观自然的里脊肉

  除了提供各种尺寸和不同裹粉的

肉块和汉堡等经典产品，Europa 
Cuisson 也会提出创新概念。自然形

态的里脊肉便是其中之一。Juan Mate 
继续说道：“我们为 RevoPortioner 安
装了多个成型鼓。各成型鼓之间的转

换快速、方便。里脊肉成型鼓具有卓

越的性能。可以生产出外观非常自然

的产品。而且，产品的结构良好，口

感与真正的里脊肉非常相似。这是我

们产品范围的最佳新增产品。”

良好的关系

  除了提供优质的最终产

品，Europa Cuisson 也力求与供应商

建立良好的长期合作关系。Juan 
Mate：“我认为，Europa Cuisson 和 

Marel 之间的关系非常重要。每家公

司都想销售，但是 Marel 的经营方式

却不仅仅是进行销售。他们提供的远

不止于此：他们非常灵活、提供的服

务很好，但最重要的是，他们是一个

很好的搭档。为了开发我们的产品，

我们与 DemoCenter 的食品技术人员

开展合作。  

  他们掌握的知识和经验非常宝

贵。而且提供了大力支持。”

请访问：  
europacuisson.com 

Europa Cuisson 成功的下一阶段 

RevoPortioner 是最佳新增设备

几乎任何形状的产品 

  RevoPortioner 可在低压下生产

优质的成型家禽产品，尽可能保持

原材料的质地和结构。独特的平稳

旋转的成型转鼓能够生产出几乎任

何形状的产品，包括肉块、鸡条，

还有外观自然的肉片和肉柳，所有

这些产品的重量和形状精度都 

极高。

  使用 RevoPortioner，您几乎不

会损失任何原材料，不会造成缺陷

或需要返工。此外，该装置的总体

拥有成本非常低。

  凭借在禽肉熟制品行业 25 年的经
验，Europa Cuisson 不断开发和调整其
产品范围，以满足食品行业和餐饮从业
人员多样化的需求。该公司现已凭借全
新的产品线进入市场：即各种高品质鸡
肉面包产品，均采用 Marel 深加工生产
线生产。

EUROPA CUISSON 简介
  2014 年，Europa Cuisson 所有的生产活动都集中在比利时 

Marquain 的一个 7 公顷的基地。这个富有竞争力的生产基地通过了 

BRC 和清真认证，配备了一流技术，使 Europa Cuisson 能够进一步巩

固在国际市场上的立足点。Juan Mate 说：“我们当然有雄心，也有发

展的空间。” 

  该公司的产品经受控气体和 IQF 冷冻处理，使用真空巴氏杀菌包

装，并冠以 Europa Cuisson 品牌名称以及自有品牌名称进行销售。

“最终生产出高质量、诱人的成型产品，口感好，味道鲜美。”

http://europacuisson.com 


BRABANT MEAT 简介

  Brabant Meat 是一家位于荷兰北布拉班特省 Katwijk 镇的年轻公

司。该公司成立于 2010 年，共有 40 名员工。公司所有人 John 
Hendriks 自豪地说，其公司的员工流动率非常低。“我们训练有素的工

人可以享受我们优厚的员工福利套餐。员工们觉得很安心，因此我们能

让员工在这里持续工作六年多。” 

  Brabant Meat 专门从事新鲜鸡肉产品加工，其客户遍及荷兰、 

比利时、德国和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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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ohn Hendriks 
(Brabant Meat 所有人)  
和 Sander de Bruijn (Marel 
Poultry 区域销售经理)。

  来料产品是带骨禽腿、大腿和胸

肉。Brabant Meat 的主要业务是为工

业加工和食品服务客户生产半成品肉

制品。“另一方面，我们向越来越多

的当地肉铺销售最终产品，因为他们

真的看到了手动切割和机械切割之间

的区别。” 

带皮或去皮

  大多数时候，Brabant Meat 使用 

StreamLine 来加工新鲜的肉鸡大腿。

这些大腿进行剔骨和手动修整，可以

带皮，也可以去皮。 

  当需要去皮产品时，大腿首先 

通过独立的 Marel SK 去皮机。 

John Hendriks 非常欢迎这一设备。 

“Marel 去皮机性能卓越，运行非常

可靠，而且没有过多噪音。它配有一

根高质量的宽输送带，比其他去皮机

的产能更高，而且没有磨损问题。”

 
物流天堂

  两年前，Brabant Meat 更换了 

Marel StreamLine，这一举措促成了一

个物流天堂。“以前，我们完全被板

条箱包围。我们在一个大型工作台上

进行手动切割，工作台上总是有一堆 

400 公斤的禽肉。甚至在工作台被清

空之前，新运来的禽肉已经被放在了

台上。  

  因此禽肉的温度变得过高。从防

止细菌滋生的角度来看，StreamLine 
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保质期延长

  如今，大腿肉托盘被导入去皮机

和 StreamLine，半小时后，产品进行

加工并返回到冷却机中。  

  “这样可以避免很多物流问题出

现，不会再有脏板条箱，板条箱也不

会倒下。此外，还节省了大量车间空

间，因为该设备真的简化了流程。感

谢 StreamLine，我们供应的肉类品质

非常高，保质期至少多出了两天。” 

STREAMLINE 创造了奇迹！

  John Hendriks 继续说：“最初，

我们的员工必须适应这种工作方法。

由于切割产品被立即从工作区运走，

因此切割完后没有时间进行检查。 

我们必须重新制定控制流程并恢复例

程。在那之后，StreamLine Poultry  
确实为我们创造了奇迹！ 

 

  我们的单位工时吞吐量至少增加

了 15%！同时产量也增加了，这真是

最好的结果。我们甚至不需要为达到

目标提供奖励，系统本身就会激励操

作人员以最高效率工作。此外，操作

末端没有质量检验员进行检查。我们

从未收到任何投诉。”

100 公斤/小时 

  以前，Brabant Meat 使用切割台

的最佳绩效是每人每小时 48 公斤。 

“现在，使用 StreamLine，我们可以

很容易地达到每小时 60 - 70 公斤。

我们切割大腿的速度可以比得上手动

加载的机器。在将大腿定位到设备所

需的时间内，我们熟练的工人可以完

全剔除大腿的骨头，他们每分钟可以

对 13 个大腿进行剔骨。只要我们拥

有最佳质量的大腿，我们甚至可以实

现每小时 100 公斤。 

工资核算

  对 John Hendriks 而言，将 

StreamLine 连接到 Innova 是合理

的。“Innova 可以对时间、公斤、质

量、吞吐量和产量数据进行完美控

制，没有比这更好的系统！就个人而

言，我非常喜欢 Innova 时间记录。

每个人都会得到一个芯片，所以工人

们一到达 StreamLine 即可签到上

班，并在休息期间和一天结束时签到

下班。这样真的能够看到有效的时

间，而且工资核算变得非常容易。 

因此，我们为所有操作推行了 Innova 
时间记录。

请访问： 
brabantmeat.nl

优化流程 
Brabant Meat 专注于手动剔骨

“我们的单位工时吞吐量至少增长了 15%！”

  Brabant Meat 是一家荷兰家禽加工公司，专门从
事肉鸡腿、大腿和胸肉的手动切割和剔骨。公司所有
人 John Hendriks 说，开始使用 Marel StreamLine 后， 
Brabant Meat 的速度和质量都可以击败所有手动加载
的机械解决方案。 

http://brabantmeat.n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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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RIKEXPO 9 月 25 - 27 日 尼日利亚阿布贾

CONGRESO LATINOAMERICANO 
DE AVICULTURA 9 月 26 - 29 日  墨西哥瓜达拉哈拉

SAUDI AGRICULTURE 10 月 8 - 11 日 沙特阿拉伯利雅得

AGROPRODMASH 10 月 9 - 13 日 俄罗斯莫斯科

CIMIE 10 月 18 - 20 日 中国北京

AGROWORLD 11 月 1 - 3 日 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

POULTRY INDIA 11 月 22 - 24 日 印度海德拉巴

Marel Inc.

P.O. Box 1258
Gainesville GA 30503
USA
t +1 770 532 70 41
f +1 770 532 57 06
e usa.poultry@marel.com

Marel Stork 
Poultry Processing B.V.
P.O. Box 118,  
5830 AC Boxmeer
The Netherlands
t +31 485 586 111
f +31 485 586 222
e info.poultry@marel.com

Marel 是鱼类、肉类和禽类加工行业先进设备和系统的全球领先提供商。

IRAN FOOD+BEV TEC 5 月 23 - 26 日 伊朗德黑兰

VIV RUSSIA 5 月 23 - 25 日 俄罗斯莫斯科

AVI AFRICA 6 月 21 - 23 日 南非约翰内斯堡

VIV TURKEY 7 月 6 - 8 日 土耳其伊斯坦布尔
 

LANKA LIVESTOCK 7 月 20 - 22 日 科伦坡，斯里兰卡
 

TECNOCARNE 8 月 8 - 10 日 巴西圣保罗

IPEX 9 月 24 - 26 日 巴基斯坦拉合尔

POLAGRA TECH 9 月 25 - 28 日 波兰波兹南

期待与您会面

marel.com/poultry

  Stork FHF-XB 前半胴
体剔骨系统因其无与伦
比的产量和多功能而闻
名。为了进一步提高性
能并满足当前产品质量
要求，我们开发了两个
新模块。

  FHF-XB 高架切片系统使用产品装

载器，该装载器可以针对所通过的每

个模块自动以最佳方式进行自我定

位。这为流程中的每个步骤创造了理

想条件，包括胸肉去皮机和背肉收集

机这两个新模块。

背肉收集机

  背肉收集通过两个步骤完成。首

先，背肉分离模块将左侧和右侧背肉

从肩胛骨上分离，使两块肉从肩胛骨

上垂下。然后，背肉收集机的两片环

形刀片准确地收集两块背肉，而背肉

结构仍保持完好。得益于刀片精巧的

构造，切割极其干净利落地分离出背

肉，从而得到大量宝贵的骨头残留最

少的背肉。 

  这种 FHF-XB 模块成功地保留了

背肉的结构和外观，从而提高了质量

并增加了显著价值。由于不再是碎

肉，因此背肉可以用作更多高价值用

途的宝贵原材料，甚至可以用于新开

发的最终产品。 

剥皮机

  在新型 FHF-XB 前半胴体去皮机

中，Marel Poultry 采用了成熟的 

AMF-i 胸肉去皮模块技术，因此可以

实现最高水平的去皮性能。在将整块

胸皮彻底从前半胴体去除的同时，翅

皮保持原样。去除的外皮结构保持完

好，因此非常适合用于深加工产品。 

  现在，巧妙去皮的前半胴体的形

状非常适合下游加工。它们极其光滑

的表面使产品呈现出最佳外观。这

样，FHF 去皮机的产能达到历史新

高。 

  无论肉片是通过 Stork FHF-XB 还
是 AMF-i 系统生产的，现在它们在外

观方面几乎完全一样。这两种系统生

产的肉片甚至可以混合投配。

请访问： 
marel.cn/fhf

用于 FHF-XB 剔骨系统的新型背肉收集机和去皮机 

多功能加工生产出最佳肉质 

查看: 
mare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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