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每个加工商的最佳解决
方案

•	 最高产量最少让重

•	 使用 Innova 软件来控
制、监控和改善

收入增加让重减少
分级和投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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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重投配
    定重投配可以让加工商多方面受益。这种方式可将 

包装产品时的让重降至最低，并为客户提供精确的目标 

重量。

  Marel 的一系列投配系统和多头秤将几乎任何尺寸的

新鲜或冷冻家禽产品投配为重量固定的包装。得益于灵活

而易于清洁的设计，Marel 所有的投配设备都满足食品行

业最严格的要求。

Innova 助力 
    通过智能集成 Marel 自主开发的 Innova 食品加工

过程软件，每个分级和投配操作都可以被控制、监控和改

善。本投配和分级手册中的每一台设备都可以说是 

“ Innova 助力”。

集成
  Marel 配重机可以独立工作，也可并入完整的包装线

使用。

    配重和分级的集成具有很多优点。曾经彼此独立的系

统开始一起工作，组成一个具有高度智能的集成式解决方

案，可优化产量并减少让重。 

保持同步
    通过将整个投配和分级过程保持在线，将人工操作减

少至最少。除了节省成本，机器的准确性也排除并替换了

人为失误。 

    此外，自动分级和投配操作还可以实现高度的食品安

全性。智能物流确保了最高的卫生标准，减少了人与产品

的接触。

分级和产品分配 
  Marel 分级器是确定原材料尺寸和将其分配至不同位

置的理线之选。当原材料进入 如果后续分配流程的各条生

产线都根据特定尺寸进行了优化，那么当原材料进入后续

分配流程时就能确保尺寸统一。此外，还可以每分钟向每

个位置分配指定件数，确保接收原材料的设备得到充分使

用（如分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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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制式分级机

紧凑型分级机

  Marel 定制式分级机可为客户量身定制。几乎各种配置和尺寸都能定制。分级机的种类包括从简单称
重分级机到包含进料和出料系统的高度复杂的分级系统。客户可以配置和定制出满足特定要求的最佳解决 
方案。

  紧凑型分级机设计用于简单分级和投配，也适用于临时或季节性生产高峰。其设计坚固紧凑，适合各
种产品。当仅作为标度使用时，Compact 分级机也常常用做在线的解决方案。

定制式分级系统包括： 

•  自动进料

•  分级

•  单通道、双通道或成对通道（组合两通道）

•  流量控制 

•  投配

•  包装

•  标签打印

•  出料

所有带式分级系统都包括两个重要组件： 

动态称重单元
  一种极其坚固、高度精确的称重单元，可根据各种重量

范围和产量定制。

卸料装置 
    可根据客户要求定制。提供各种配件，例如撑袋单

元、投配箱和斜槽。

  Marel 定制分级机图形界面简洁明晰，可大大减少人

为失误。 

•  易于安装 — 即插即用

•  性能表现精确

•  用户友好、易清洁

•  占地小、易移动

•  典型应用：胸肉、整只家禽、全腿、翅膀、上腿以及

琵琶腿

CompactGrader 只有一
个需要清洁的传送带。就
是这么简单。较短的清洁
时间，增加了最大化的正

常运行时间。”

德国，Borgmei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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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artLine 分级机
  SmartLine 分级机可提供极高的速度和准确性，对卫生状态和可维护性也极度重视。

  SmartLine 分级机有单通道、双通道或成对通道（组合

两通道），并采用模块化设计进行开发，可以满足大部分

分级和投配需求配置。

•  具有 IP69K 等级的独特卫生设计

•  高速与高精确度的集成

•  实时报告

•  自动配重出料

•  是零售、分装和散装应用的理想选择

•  典型应用：鸡胸肉、全腿、整只家禽、上腿、琵琶腿、

翅膀、小胸。 

•  提供多种进料和出料解决方案

1
    小型鼻形辊可确

保产品输送顺畅。

3
    带式升降机可确

保最佳冲洗效果。

4
    易于操作的用户

界面。 

    可用 Innova 控
制操作。

2
    称重装置的保

护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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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artLine 分级机非常适合
我们的生产，我们已决定再

订购一台。”

荷兰，Broviand

5
    开放式框架设

计，实现最佳的可清

洁性和易于检查性。 

7
    凭借其特殊的不粘表面，该

机器的料斗是处理粘性、新鲜家

禽产品的理想选择。可将产品装

入盒子和托盘或袋子中。

6
    不锈钢电机外

壳确保最高的卫生

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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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 Iqf 产品的 Mhw	iqf 家禽多头秤
  用于冷冻家禽产品的 Mhw	iqf 家禽多头秤可完全满足各种产品和投配进入袋子或盒子的高产能自动
投配要求。它坚固而稳定，尤其适合恶劣、湿冷的环境。

多任务选项
对于 Marel	mhw 多头秤

•  高产能

•  低让重

•  易于操作 

•  有史以来最低的维护成本

•  开放式、易于清洁的结构

•  可选摄像机

•  典型的家禽产品：鸡胸肉、翅膀、琵琶腿、大腿、 

小胸和肉块

工作原理
    随着鸡的尺寸不断变大，部分配重份量现在在标准多

头秤上很难投配。比如，要投配 400g 的托盘装鸡胸肉产

品，将产生很高的让重和次品率，因为大块的鸡胸肉让加

工厂不得不超重包装托盘，而且有些鸡胸根本就不适合。

不过，如果能同时投配另一种重量的托盘包装产品（如 

650g），那效果将会大大提高。

    如果能同时处理两种不同的任务，多头秤的用途就会

显著增多，并且能够更好的利用来料产品。一旦新产品到

达称重料斗，多头秤便会计算可用产品的所有组合重量，

多头秤

  多任务选项属于扩展产品，它能够让 Marel MHW 系列多头秤同时进行多达六个投配任务。 
而且，加工企业还可根据自己的加工需求，设置任务的优先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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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新鲜产品的 Mhw	fresh 家禽多头秤
	 	 Mhw 新鲜家禽多头秤特别为高产能地投配各类产品和各种尺寸而设计，适用于产品装盘或装袋， 
或装到包装线上（琵琶腿、翅膀）。

•  高级软件选项可以允许六个任务同时运行

•  最低让重和高产能

•  最低维护成本 

易于操作 

•  开放式、易于清洁的结构

•  典型的家禽产品：鸡胸肉、肉块、肉柳、

小胸、琵琶腿、翅膀和上腿

并将结果与两个目标重量相比较。然后，多头秤会选

择最佳选项。创建配重组合并将其投入正确的托盘

内。

    除此之外，加工企业还可以设置任务的优先级。

要设置优先级，只需选择将一定比例来料分配给机器

正在处理的任务即可。以上面的例子来说，这就意味

着，可以将 60% 的产品分配给 400g 的投配任务，

将 40% 的产品分配给 650g 的投配任务。通过这种

方法，加工企业便能根据自己的需求对产品输出进行

微调。

“marel 多头秤让我们能够
在占地面积不变的前提下轻

松提升产能。它们精度极
高、易于操作，不仅减少了
劳动力成本，而且增加了产
能，同时让我们的经营活动

更加灵活。”

南非，Rainbow	farms

包含三项任务的多任务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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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boBatcher	flex
  RoboBatcher	flex 是用于鸡胸肉、琵琶腿或全腿在线投配的首选系统。除了其作为固定重量投配系统
的主要功能，RoboBatcher	flex 还可以作为分送中心使用。可以选择将 RoboBatcher	flex 与 i-Cut	122 集
成，形成一台智能“刀锋机器人”。 

•  用最低的让重实现最佳的配重效果。

•  产品利用率高

•  灵活性最大

•  高产能

•  节省人力

•  典型应用：全腿、琵琶腿或带或不带小胸肉的鸡胸

肉和肉片

鸡胸肉/肉片解决方案
    通过使用集成于胸肉切片系统之间的物流系

统，RoboBatcher Flex 能够保证最佳的产品分送。这能

实现高产品利用率、绝佳的投配结果和最少的让重。

全腿/琵琶腿解决方案
    当将 ACM-NT 分割线与 RoboBatcher Flex 相结合

时，PDS-NT/Innova 产品管理软件能让 RoboBatcher 
Flex 以特定的速度传送特定重量或质量范围的全腿或

琵琶腿，从而实现最佳的产品利用率。

 

腿部定位器
  Marel 腿部定位器 NT 将腿部从 ACM-NT 分割线直

接定位到 RoboBatcher Flex 的进料输送带。

投配至传送带的概念
  RoboBatcher Flex 可以作为配送中心使用。借助投

配至传送带的概念，设备可以直接以固定重量将产品投

配在传送带上。然后该配重将分送至如 I-Cut 切割机或 

SmartSplitter 进行进一步增值。 

2
3D 激光扫描
    扫描产品的长度、

宽度和在传送带上的位

置。3D 激光视觉系统是

机器人夹具的“眼睛”。

1
称重单元
    每个经过的肉片、琵琶腿或全腿都分别进行精确

称重。

刀锋机器人：智能的固定重量投配
  RoboBatcher Flex 和 I-Cut 122 的结合是一种智能投配

概念。它专注于评估每块鸡胸肉，而不是将所有胸肉切割

成统一尺寸。这就意味着让重减少至最低，而尽量减少修

整量也可确保加工企业最大限度利用切片和边角料，并以

此获得高价值的最终产品。这种机器人能真正智能地完成

切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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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用通道投配
    每个系统两个或更多的自动化机械头可以共

同处理同一个托盘，确保最佳的投配效果和高产

品利用率。这种方式简化了整个系统，减少了占

地面积。

5
同时作业
  RoboBatcher Flex 最多可以同时处

理三项独立的托盘作业。

3
具有高度托盘灵活性的 Denester
  Denester 将托盘放在高摩擦力的传送带

上。该系统可以处理各种塑料托盘和聚苯乙烯

托盘。具备适用于托盘的缓冲系统，并且可方

便快捷地在不同类型间切换。

6
卸载机构
  RoboBatcher Flex 可
以选择集成的用于分级、

分装或散装任务的卸料装

置，由机器人系统控制。

“RoboBatchers 提高了我们
的效率，减少了浪费。”

英国，Carg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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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edBatcher
	 	 SpeedBatcher 是为分装和出口订单自动生
成散装批次的理想选择。提供两个版本，分别专
用于不同的产品尺寸。

TargetBatcher
	 	 TargetBatcher 是一种针对小份配料的紧
凑、半自动配重设备。如果着重不同产品间的快
速切换，那么此机器就是完成不同投配任务的完
美选择。它使得产品混合和预填充解决方案也变
为可能。

•  从产品的进料到准确批次的产出，完全自动生产

•  独立操作或作为完整的散装包装线的一部分

•  自动或手动填充盒子或袋子

•  易于操作和清洁

•  典型家禽产品：胸盖、胸肉、全腿、上腿、全翅 

•  新鲜或 IQF 冷冻产品

•  占地面积小

•  安装简便

•  易于操作和清洁

•  典型家禽产品：鸡胸肉、上腿、翅膀、琵琶腿、大腿

•  新鲜或 IQF 冷冻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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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nova 软件
用于投配和分级
	 	 innova 食物处理软件能让您监督和控制生产
工艺中的每一步，从原料接收到产品派发。

    它与 Marel Poultry 加工设备链接，并能与其他系统进

行交流，例如：现有的 ERP 系统，从而创建一种强大的互

联管理系统。

    它可以控制单个设备或整个工厂范围内的设备。 

Innova 包括多个独立模块，使其更具灵活性，并能支持大

型和小型运营。

  Innova 软件提供的洞察力能让加工商识别各种改进机

会，并确保生产满足各项质量和食品安全标准。

•  在一个系统中实时控制所有类型的分级机和投配机

•  实时监控可以实现快速干预和减少让重

•  存储批次的数据可供客户核实投配结果

•  报告功能实现了对原材料的历史分析和结果的追溯 

•  实施方便、快捷、具有成本效益

实时控制和监控

分级
  Innova 分级系统能让用户在单个系统中控制和监控所

有分级操作。该系统可以根据各个分级机的性能和特征，

设置无数个分级程序，如定义原材料进入分级机应该如何

分级。

  Innova 分级系统拥有易于使用的远程编程、控制、实

时监测和实际性能报告功能。用户可以监控分级过程的所

有方面，包括产量、投配让重、进料的重量分布和让重及

尺寸/质量损耗。来自分级机的批次可以进行贴标、码垛并

分配至订单和/或库存。该系统完全支持 Innova 的所有可

追溯性特性。

  Innova 分级系统可以生成报告，显示基于多个分级参

数的分级结果，例如重量分布、产量、尺寸和质量。例如

当根据一个特定的重量分布给供应商付款时，这将非常方

便。

投配 
  Innova 是用来管理投配流程的绝佳工具。Innova 数据

库会实时记录产生的投配信息，这能实现对产量和超重的

实时监控。

  Innova 全面监控每一站的投配过程。通报产品分送、

包装大小和打包产量和效率的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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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rel.com/poul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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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完美了。我们的产量翻了一番。加工精度也有所提
高，更令人欣喜的是，让重也降低了大约 1%。”

荷兰，2Sisters Storteboom

© 版权所有 Marel Stork Poultry Processing B.V., 2016：保留所有权利。未经 Marel 的事先书面授权，严格禁止以任何

方法以及使用任何载体复制或修改本刊物的全部或部分内容。如有违反本声明行事的，我司将依照国际公约和著作

权法提起刑事和民事诉讼。本文所发布的数据在发布之时为最新信息，日后可能进行修改。Marel 有权随时修改其

产品的构造和执行方式，而无任何义务修改此前交付的任何设备。文中的数据仅供参考。对于所发布数据中的错误

或遗漏，以及使用所发布数据的行为，Marel 概不承担任何责任。这些数据的发布不可视作任何类型的担保或保证

（无论明示还是暗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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