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文鱼加工
设备、系统和软件 

•  从源头到货架

•  单体设备

•  完整系统

•  软件

•  全球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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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位于丹麦斯托夫林的 Marel 三文鱼分部。

我们是谁?
Marel 是一家全球领先的供应商，专为禽类、肉类和鱼类加

工行业提供先进的加工系统和服务。

Marel 起初是一家研发船用台秤的公司，多年来，我们一直努

力深耕渔业市场。凭借在鱼类加工领域的深厚知识和在产品

开发方面的巨额投资，研发出一系列适合在船上/岸上进行白

鱼和三文鱼（人工养殖和海上捕捞）加工的创新型设备、系

统和软件。

我们在世界各地设立了 16 个制造基地，建立了三家具有不

同行业知识的鱼类加工战略服务中心：

海上捕捞和野生三文鱼 - 位于美国西雅图

白鱼 - 位于冰岛加拉巴尔

三文鱼 - 位于丹麦斯托夫林

上述三个战略中心都组建了专门的研发团队，确保我们为鱼

类加工价值链中所有环节的加工设备提供最新技术，从单个

台秤到集成生产线 和成套整装系统（包括船上和岸上加工）

，面面俱到。

通过合作伙伴关系进行创新
凭借在 6 大洲 30 多个国家/地区设立的办事处和分公司以

及超过 100 多家代理商和分销商组成的庞大全球网络，我们

熟知当地的市场和需求，这有助于为客户提供满足其需求的 

最出色的鱼类加工创新方案。

Marel 的成功源于想象力、创造力和在业内构建的强大的合

作伙伴关系。 不管您是何种规模的企业，我们的尖端设备和

软件组件都能帮您在所有市场以最高的效率运营。我们的产

品将直接提升海产品的整体质量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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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范围
Marel 提供在野生和养殖三文鱼加工价值链的各个环节使用的先进设备和集成系统，让您获得最新技术带
来的强大优势。

初加工 二次加工

去内脏、去头

分级 - 整鱼     

称重

拔刺

鱼片清洗

脱泥

分级 - 鱼片

开片

修剪

去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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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值加工 生产线末端

修剪

加香料

切片

包装生产线

切块

成型

腌制 

检重

贴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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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加工
去内脏、去头
对于野生三文鱼，Marel 去内脏设备能够快速、高效地对三

文鱼进行初步处理，做好冷冻或开片准备。 我们的去内脏设

备以 FDA 批准的材料制造，可根据您的生产线要求进行各

种调整。

我们提供手动和自动去头系统。 手动去头通常在脱泥装置中

完成（设置 1 或 2 个工作站）。 使用自动化系统时，由一

名操作员为该装置进料，鱼被自动送入开片机。 这可确保整

齐切割，降低运营成本，同时优化出成率。

脱泥
为提高卫生水平，Marel 提供多种去除三文鱼身上污泥、

血、细菌等的装置。 这些装置利用高水压彻底冲洗产品，可

显著减少细菌数量。 在去内脏前或去头前后，可以使用脱泥

装置清洗产品。

脱泥冲洗系统内置过滤器，循环使用冲洗用水，将耗水量降

至最低。

分级 - 整鱼
我们的三文鱼整鱼分级和分发系统具有极高的自动化水平，

可确保鱼从屠宰到分发的无缝流动。此复杂系统包含两个不

同的加工区域： 去内脏区域，包装和分发区域。 Innova 软
件解决方案为整套系统提供支持，允许您对生产过程的各个

环节进行管理和控制。

称重
Marel 台秤、地磅、料斗台秤可与我们的各种称重指示器、

电脑、印刷机、贴标机、软件和附件配合使用，以满足您独

特的加工需求。

我们的称重设备可作为独立装置，也可作为完整生产管理系

统的一部分使用。 我们的料斗称 秤经过专门设计，可将连

续产品流称重分批，以便进行包装或产量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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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加工
开片
我们的三文鱼开片机是市面上效果最好、最高效的机器之

一。

开片属二次加工范畴，具有提高出成率的巨大潜力。Marel 
最新的三文鱼开片机 MS 2730 Filleting Machine 配备了新的

工具，可显著提高产出。

修剪
Marel 是三文鱼修剪系统的全球领先供应商。 修剪方法因工

厂而异，取决于吞吐量、人工成本、可追溯性要求等因素。 

不管何种生产方式和规模, 我们都能提供适合需求的最佳系

统 – 从高度自动化的系统到简单的人工修剪生产线，应有

尽有。 

我们的大多数人工生产线设计为动态生产线，即在运转的

传送带上进行修剪，其吞吐量取决于鱼的大小和修剪操作

水平。 所有 Marel 修剪生产线都完全符合最严格的行业要

求。 它们采用人体工程学设计，可提供各种高度可调的工作

台。

背部和腹部修剪工具
Marel 高端开片机 MS 2730 集成背部和腹部自动修剪工具，

可大幅降低人工修剪的成本。

系统在进料处测量每条鱼的高度和长度，然后根据测量结果

使用两组圆形刀具进行修剪。 根据您预先选定的设置，鱼片

在输出时已经完成背部和腹部相应的修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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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皮
去皮机能以多种方式去除三文鱼和鳟鱼鱼片的浅去皮和深去

皮，不会造成质量或产能损失。

去皮机可优化三文鱼加工生产线流程；它能高效地去除从鱼

片头部到尾部的鱼皮，确保每个鱼片实现非常高的出成。

拔刺机
Marel 是拔刺机的研发先驱之一。我们的拔刺机可根据每个

鱼片的大小、形状和结构进行非常轻柔的处理，输出的成品

质量极高。

我们提供各种各样的标准和真空型鲜三文鱼片拔刺机。 真空

机型能够非常高效地去除鱼骨和鱼片表面水份，确保输出极

高品质的鱼片。

二次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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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片清洗
在包装、冷冻或做进一步处理之前，Marel 鱼片清洗机可以

清除任何污泥、血和切片、修剪、拔刺等流程的各种残留

物，从而减少细菌总数。

鱼片清洗机带有可调式鼓风机，可以在冲洗后除去鱼片表面

的多余水份。

分级 - 鱼片
我们的分级机精度非常高，您可以根据三文鱼鱼片的大小和

质量进行分级，从而优化加工和包装效率。

我们的所有分级机（从用于减少包装超重的强大而精密的 

CheckBin Grader，到旨在实现超高卫生水平和可维护性的全

模块化 SmartLine Grader）都配备了先进的 Innova 报告功

能，可以让您对生产过程有更好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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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块
20 多年来，Marel 一直是切块加工领域的一流创新厂商。我

们设备在全球的部署量已超过 2000 台，可帮助您满足客户

不断增长的需求。

我们借助最新的硬件和软件技术来保证极高的准确性并最大

限度地提高原材料利用率，确保您获得最佳的投资回报。

得益于卓越的精度和废料的最小化，您可以达到接近 100% 

的产品利用率，从而大大提高利润率。 此外，自动化也助于

大幅削减人工成本。

我们的切块机已成为行业标杆，引领可追溯性和食品安全的

发展，帮助加工企业最大限度提高产品出成、质量和吞吐

量。

Marel StripCutter 是将三文鱼切割成 鱼条或鱼块的完美工

具。

成型
RevoPortioner 能够在低压下将下脚料和块状原材料转化成完

美切割的产品，同时 保持原材料的质地和结构。 无需添加

剂就能确保原料粘结在一起，因而可避免额外成本，同时保

持鱼肉的新鲜口味。

RevoPortioner 给三文鱼加工企业提供了一个为鲜三文鱼产品

增加价值的独特机会 - 将下脚料料转化成盈利产品的机会。

通过即节能又高品质的加工 流程生产如鱼饼和鱼肉汉堡等产

品，投资回报时间极短。

成品将始终具有相同的形状、重量和尺寸，且质量保持一致, 

完全符合您的技术要求。

增值加工



11

包装生产线
我们可以定制具有一个或更多切片装置、包装站及检重设置

的整套系统，以满足您的确切需求。

加香料
我们的盐和香料分配器可在将鱼片放置在烟熏网上之前高效

地给三文鱼鱼片加盐和香料。 您可以使用此类装置给鱼片加

盐、糖/盐混合物及各种香料。 

盐/香料储存在加热槽中，以保证其在鱼类加工厂的潮湿环境

中保持干燥。 分配器既可配合您现有的加工生产线使用，也

可作为完整鱼片生产线的一部分交付。

腌制
我们提供一种在线湿式腌制加工系统，它能够腌制三文鱼肉

块和/或其他易碎的产品（如新鲜或冷冻鱼片、鱼块）。 在

产品一侧或两侧均匀喷涂腌料，并可根据需要均匀分布块状

料。

该系统能够最大限度减少让重和废料，节省人工成本，并且

兼容单通道和多通道生产线配置。

切片
Marel 是新鲜三文鱼和鳟鱼切片设备的领先供应商，可提供

从标准单体设备到包含包装生产线在内的大型生产系统。

我们的标准切片机是加工冷熏三文鱼、腌制三文鱼和类似鱼

类（如鳟鱼和大比目鱼）的理想选择。

如需进行更复杂的操作，可以选用多角度切片机；它是标准

切片和制作寿司切片、熏肉切片、生三文鱼等产品的理想选

择。

我们的切片机系列包括适合小型企业使用的单通道机型，到

提供最高吞吐量的当今市面上运行速度最快的切片机机型。 

部分切片机配备有视像扫描系统，因而能以非常高的精度制

作固定重量切片或切段。 我们的零售包装切片机可分批交

付切片，可直接包装；此外，我们还提供特殊的水平切片机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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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el 在设计和制造高级开片系统方面具有业界无与伦比的专业知识和经验。 我们提供从独立的单体设
备到定制设计系统（包括各种主要的初加工、二次加工和增值加工产品）在内的一切产品和服务，为三文
鱼加工企业提供一站式服务。

从去头到烟熏推车装载的完整开片生产线

带自动修剪和标准拔刺流程的开片生产线

开片生产线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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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el 在设计切片生产线系统方面拥有丰富的经验，可针对您的个性化需求和设施提供定制服务。 我们
可以提供包含切片机、包装站及检重设备的综合系统。 我们的顾问可随时为您提供建议和指导，确保为
您找到适合您工厂的最佳解决方案。

拥有 3 台零售包装切片机的切片生产线（带热成型包装生产线）

拥有 1 台单通道切片机和 4 操作员工位包装生产线的切片生产线

切片生产线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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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重
我们提供整套精确、可靠的检重设备和系统。 无论您需要检

重秤来监测或者改进设备精度，还是确保符合欧盟法规， 您

都能在我们范围广泛的产品中找到满足您需求的检重秤。 

所有 Marel 检重秤均已获得批准，适合在欧盟和欧洲经济区

法规管辖范围内进行合法称重。

包装和贴标
我们的生产线终端系统可以根据您的需求量身定制。 我们简

化了价格和/或促销标签的贴标和包装整理工作，确保您的

产品做好匹配总重标签的装箱准备。 Marel 称重价贴标机精

确、可靠、价格低廉且操作方便。 它们提供持久的高称重精

度，并具有能够打印多达 200 万张标签的打印头。

生产线末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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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与支持
Marel 竭诚为您服务
我们为全球各地的三文鱼加工行业提供专业服务解决方案。 

Marel 服务组织遍及 30 个国家或地区，平均每天访问客户 

1000 人次。

我们的服务部门可以随时提供您所需的任何故障诊断和协助。 

这包括派遣服务工程师解决与您的 Marel 设备有关的任何技

术问题。

Marel 服务级别协议让您能够轻松获得常规服务支持。 我们

的服务工程师将全面检查您的设备，确保正确设置以获得最佳

性能，并在必要时更换任何部件。

Innova 结合了 Marel 的生产管理软件和加工技术以满足您的

独特需求，从而顺应三文鱼产业不断变化的加工趋势。

Innova 可帮您：

• 控制生产

• 实现实时监测

• 借助 Innova 提供的宝贵信息改善决策

Innova 的终极目标是使您能够优化整体生产性能并达到制定

的目标。  

这可使您实现最大化出成率和吞吐量，同时符合质量标准，

确保食品安全，实现全面的可追溯性，并提高效率。

Innova 软件解决方案组合包括简单的设备控制解决方案和整

体加工解决方案。 基于模块化设计的解决方案可以扩展，从

而为三文鱼加工商提供了最大的灵活性，无论是小型操作还

是大型的工厂级别的系统都适用。

您可以使用 Innova 的加工技术处理从原料接收到成品分发的

日常任务并优化结果。 Innova 生产管理软件可以与其他系

统（比如现有的 ERP 系统）进行通信，从而提供一个强大的

互联管理系统。

Innova 为可靠的数据收集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并确保了系统的

完全可追踪性。 它也允许您在实时生产过程中监测关键性能

指标 (KPI)，比如出成率、吞吐量、质量、生产能力和劳动效

率等。 这些宝贵的信息使您能够在改进生产的同时确保自己

的产品达到质量标准和食品安全标准。

INNOVA 软件解决方案



Marel 是鱼类、肉类和禽类加工行业中先进设备和系
统的全球领先供应商。

marel.com/f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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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全部围绕三文鱼加工工作展开
每年二月，Marel 都会邀请世界各地的三文鱼加工商参加年度三文鱼研讨会，这是全球最大的三文鱼加工
盛会。 三文鱼展览会在 Progress Point（Marel 在哥本哈根的展示和培训基地）举行。 

Marel 三文鱼展览会将展示我们最新的三文鱼加工设备，重

点介绍完全集成的系统以及各种标准系统和独立机器。

我们会在 900 m2 的Progress Point演示厅进行一整天的现场

演示，为您提供有关我们当前系统和设备的独特第一手体

验。在此期间，我们的专业人员团队会详尽解答问题。

该活动还会邀请客座演讲者，他们将会论述当今与三文鱼加

工企业息息相关的一些问题。

此外，三文鱼研讨会还有娱乐项目和晚宴, 是结识三文鱼行

业同仁和客户的绝佳地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