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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

速度需求

欢迎阅读 2018 年第二版 Meyn World 杂志，本企业刊物介绍了鸡肉加工行业的
相关内容。
鸡肉加工是一个持续发展的行业。 具体而言有两个方
面需要 您关注。 了解一下全球 50 强鸡肉加工商，您会
发现他们每周至少要加工 350 万只鸡。 这么大的加工
量迫切需要更高速度的生产线。 与此同时，我们发现健
康意识的增强，也推动着大众开始了解我们所吃的食物
以及食品来源。 安全健康的食品始终是消费者所追求
的。 梅恩为这些具有提高生产速度以及食品安全需求
的加工商带来了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

梅恩已经升级所有解决方案，使用无
缝集成的分割和剔骨生产线达到 每小
时加工15,000只的处理量。
提高生产线速度是一方面，而改善食品安全是另一方
面。 梅恩已经启动了几个项目以提高食品安全性。 重新
设计了梅恩切肛机 M3.0 和梅恩开膛机 M3.0，并将食品
安全作为关键创新驱动因素。 其他创新产品包括梅恩
巴氏消毒机和梅恩X射线骨头检测机，均将在本年末推
出。 此外，近期推出的自动鸡爪筛选系统是一款可最大
限度提高食品安全性的重要创新产品。

另一个解决方案是我们的软件程序包，其可帮助您管理
高速生产线和食品安全。 Meyn Connect M1.1 可匹
配订单和鸡群信息，实时监测流程并合并报告。 如此有
助于您管理流程并在必要时进行优化。
在此，我们真诚的感谢我们的客户，谢谢你们分享知识
技能，并与我们携手持续改善我们的解决方案。 我们希
望您能喜爱最新版的 Meyn World，谨此我代表全体员
工祝您在未来取得累累硕果，同时我们将参展 2018 年
9月 17-19 日在中国南京举办的VIV中国国际集约化畜
牧展, 欢迎您届时光顾我们的展台。
谨致问候！
Robbert Birkhoff，销售与项目总监
Meyn Food Processing Technology B.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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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第
一
鸡肉对于全球不断增长的人口而言，是一种健康和稳定的食品来源。但是，食品安全是鸡肉加工行
业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所有人都清晰记得报纸上有关肉鸡中沙门氏菌和弯曲杆菌的大标题。

生物污染

细菌为 1-4 微米的小型生物体，
以分裂形式繁殖。 繁殖时间取
决于环境因素（温度、氧气、水、
酸性、营养物质）。 不同的细菌
类型，所需的环境条件也不同。
在理想环境下，只需 20 分钟就
能分裂为 2 个细胞。 因此，细
菌计数在 20 分钟之后从 1 个
增加为 2 个，在 40 分钟后增加
为 4 个，60 分钟后增加为 8个。
如果计数每 20 分钟成倍增加一
次，则在 12 小时内计数将达到
68,000.000.000。 但庆幸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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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菌繁殖会在缺乏食物及废物过
剩的情况下降低和停止。 存在上
千种不同类型的细菌，每种细菌
都有自己的特性要求和弱点。 沙
门氏菌和弯曲杆菌是家禽行业最
危险的两种细菌。

食品安全百科全书
(E.F.S., ISBN-13: 978-0123786128)
提供了几个定义：
食品安全被定义为：
“按照预期使用方法制备和/或食用产品
时，保证食品不会对消费者带来伤害。”
如果食品中含有任何类型的污染物，均有
可能伤害消费者。
污染物被定义为：
“不允许添加到食品中的任何生物、化
学或物理物质，在食品的生产、制造、加
工、制备、运输或处理过程中被加入到了
食品中。”

养殖场
一日龄鸡通常没有沙门氏菌和弯曲杆菌。 例如，
鸡群可能会受到进入鸡房的老鼠（或者一只苍
蝇）的感染。 这两种致病菌容易在鸡的肠道中
生长，但是不会导致鸡死亡。 在肠道内繁殖的
致病菌被排出，随后又会污染其他鸡。 如果是
弯曲杆菌，受污染的鸡的比例可在 4 周内稳定
为 0%，之后 1 周内将迅速增加至 100%。
在屠宰当天，必须在适当时间停止喂料： 如果停
食时间过短（不到 8 小时），则在屠宰时内脏中
仍可能有饲料，增加了细菌污染的风险。 如果停
食时间大于12 小时，则内脏会变得虚弱，也会增
加细菌污染的风险。 长时间停食也会影响动物
福利和出成。
加工厂
经研究表明，使用浸烫式烫毛期间细菌降低数
由90% 提升至 99%，但在脱毛时细菌数出现明
显增长。 在其他加工阶段，未出现细菌增长状
况，通常是降低，例如在冷冻期间。 很显然，必
须避免粪便污染和交叉污染。
运输和存储
在冷藏温度 (<3°) 下，沙门氏菌和弯曲杆菌不会
生长，因此数目保持稳定或有所降低。

消费者
在加工、运输和存储过程中存活下来的致病菌也
会在正确的烹饪过程中死亡。 如果烹饪过程不
正确或厨房卫生条件较差，则在食用时仍旧存
在某些细菌。 其中大部分细菌会在胃部酸液中
被杀死。 但是，如果吃下的细菌较多，则有些可
能会在胃部存活，到达人体肠道，并在人体肠道
中开始繁殖。 在 6-48 小时（沙门氏菌的潜伏
期）之后，消费者可能开始受到沙门氏菌的影响
（腹部绞痛、腹泻和呕吐），受影响的时间为几
天。
弯曲杆菌的潜伏期通常为 72 小时； 相较于沙
门氏菌感染，弯曲杆菌感染的症状更严重。
沙门氏菌病和弯曲杆菌病的爆发，将会占据各
大新闻报纸的头条，进而影响家禽加工的形象。
因此，家禽加工行业的利益相关者（如梅恩）具
有合理的道德和经济理由，来改善鸡肉食品安
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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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污染

例如二恶英和氟虫腈等化学物质。

物理污染

例如，肉片中有骨渣。 尤其是胸肉中的叉骨非
常危险，因为此类骨头会卡在喉咙中。

因此，我们公司的利益相关者认为有责任提高
食品安全性，以保护消费者健康和我公司声誉。
采取了几项措施，来降低食品危害风险。
养殖场
生物安全性是一系列预防性措施定义，以降低
或防止将动物疾病引入公司，然后将这些疾病
扩散到其他企业。 例如，典型的措施为，如果发
生禽流感，禁止运输家禽，在鸡舍入口放置洗脚
池，要求洗手，并在养殖场内穿着清洁的衣物和
靴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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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工厂
危害分析和关键控制点 (HACCP) 系统可保障卫
生加工。 这是一种预防性系统，可识别、评估和
控制严重影响食品安全的危害。 本系统可以进
行部分定制，重点监管所有相关生物、化学或物
理危害。 例如，可通过两个步骤降低肉片中叉骨
的危害：
• 在剔骨期间最大限度降低肉片中存在的叉
骨，使用 X 射线最大限度提高残留叉骨的
检测率，随后进行去除。

梅恩可降低生物污染。
这就是梅恩的目标，降低生物和物理风险：

射流式浸烫机
几年前，梅恩推出了鼓风式浸烫机的升级版，射
流式浸烫机。
• 清洗效应。
浸烫的优点， 由于大量冲洗可将鸡体上肠杆菌
和弯曲杆菌的去除率从 90% 提升至 99%。
• 巴氏杀菌。
相较于鼓风式浸烫机，射流式浸烫机的优点是
它可以使用巴氏杀菌对自身进行灭菌，只需简单
地提高温度到巴氏杀菌所需的温度即可。
事实上，射流式浸烫机并不喷射气体，因此具有
两个卫生优点：
• 无泡沫。
使用鼓风式浸烫机时，将空气直接喷射到含有
部分血液的浸烫水中，会导致泡沫形成，形成适
合细菌滋生的环境。
• 无风管系统。
这是鼓风式浸烫机最难以清洁的部位； 而射流
式浸烫机无需风管系统，因此有助于清洁。
（射流热烫机的优点还包括节约水和能量，但是
这些优点与食品安全无关。）

对装载活鸡的集装箱进行巴氏杀菌
在本年末，梅恩计划推出一款可对活鸡集装箱
进行巴氏杀菌的系统，将集装箱浸泡到热水中，
因此无需使用任何化学物便可清洁集装箱的所
有表面。
改善掏膛线的清洁装置。
在屠宰之后，细菌仍就残留在鸡表皮上，可通过
冲洗减少细菌数量。 梅恩已经采用 Undine 技
术对现有清洗阶段进行了优化（梅恩Maestro
掏膛机清洗柜，内外清洗机），大幅提高了清洗
效率。 梅恩还开发了附加冲洗站，以冲洗屠宰
和开膛阶段的鸡，进一步减少细菌数量。
梅恩降低了物理污染。 降低了剔骨产品的骨渣
含量。 经过大量研发终于降低了剔骨之后胸肉
和鸡腿肉中骨渣的含量。
经改善的 X 射线
在最后一道工序中，梅恩将通过推出先进的新
X 射线骨检测系统，让家禽行业进入骨渣检测的
新纪元，该系统预计于 2018 年第 3 季度推出。
梅恩的下一步措施
很明显梅恩为改善食品安全已做出重大贡献。
梅恩也意识到需要采取进一步的措施。 进一步
改善食品安全的几种想法和项目目前仍在研发
当中，预计将在短期和中期内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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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售的最佳毛鸡接
收系统

全球各地的肉鸡加工商开始向梅恩寻求帮助，以找到适用于他们的毛鸡处理流程的最佳解决
方案。梅恩可提供最全面的产品组合，包括先进的自动化拖车（卸载）装载和其他独特的解决
方案。梅恩新的大鸡笼系统如今是最先进且投资回报率最高的系统，受到了全球各地肉鸡加
工商的青睐。
梅恩预见了全球各地的不同需求。 但由于监管要求和客
户需求在不断变化，因此这些需求也在不断变化。 在梅
恩，有一支专业团队负责搜集全球信息，并与肉鸡加工
商、科学家和非政府组织开展合作，了解学习他们的经
验。 如今，除了产量和设备可靠性之外，毛鸡处理面临
的主要挑战是动物福利和生物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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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福利
在养殖场可通过人工/自动化方式抓鸡，装鸡。 这两种
方法需要使用经过专业培训的员工和专业设备，以实现
高效装载。 运输筐架设备的装载敞口必须要宽大，以便
在不撞击侧面的情况下将鸡放入。 装车后，执行最终检
查以确保肉鸡在关闭舱室前均保持站立。

当系统使用每层都有一个大隔断时，装载必须等待每
层均装满并执行检查。 当每层有两个大抽屉时，如 梅
恩大鸡筐系统筐架，装载更为高效，且不会影响动物福
利。 在检查并关闭其中一个抽屉时，可装载另一个抽
屉，反之亦然。
从养殖场运输到加工生产线的过程中，肉鸡极易受到伤
害。 因此鸡只之间的温度湿度的变化对于动物福利和
肉鸡品质而言极为重要。 现代的肉鸡会产生许多热量和
水分，必须在运输过程中予以去除，以防止温度和湿度
上升至危险水平。 应对此棘手问题的唯一方法是给大鸡
筐系统进行水平通风。

高度至关重要； 重量超过 1.8 公斤的肉鸡，需要 255毫
米的高度，以确保其上方有足够空间进行通风。 当使用
较低的高度以及采用塑料侧板时，肉鸡会因为热量产生
热应激，从而对肉鸡质量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
除了要提供足够高度予以通风之外，肉鸡必须均等分布
在可用空间内。 一个大筐架在一层内可装载大于80只
肉鸡，在运输 (EU1/2005) 期间要遵守保护动物的欧洲
法规，可能会导致鸡只聚集在一侧，那么中间位置的鸡
会产生窒息问题。

9

梅恩大鸡筐系统基于 255 毫米高的抽屉，每个抽屉可容
纳 35 只 (活重2公斤)鸡。 大鸡筐有足够高度，并经证实
在温热条件下鸡分布均匀，让鸡周围的温度湿度保留在
舒适区域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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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恩大鸡筐系统
新的梅恩大鸡筐系统可根据本地（所需）环境进行调
整，但基本的配置是：
• 卡车卸载
• 带缓冲平台的筐架入口
• 筐架卸垛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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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缓冲平台的筐架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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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度需求
在 1988 年，第一个抽屉系统被引入肉鸡处理系统，这
是一款每小时可处理 250 个抽屉的系统。 随着生产线
速度和肉鸡重量的增大，梅恩开发了相应的抽屉系统，
每小时可达到 750 个标准抽屉（每个抽屉装载50公斤
活鸡）。
如今需要生产线速度达到每小时15,000只（肉鸡平均
重量为 2.8公斤）也不再是什么特殊情况。
由于不太可能进一步增加这款抽屉系统的容量。 并且
人工和自动化装载期间的缺陷仍旧难以克服，因此梅恩
决定开发一款新系统：大鸡筐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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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恩大鸡筐系统可使用 4 层和 5 层筐架，每小时可向加
工线提供 >600 个抽屉（每个抽屉承重活鸡毛重 76 公
斤 ）。 这远超出于任意其他抽屉系统的容量。
就像生产线产量与生产线效率一样重要。 一个以高速
度运行的系统，但并不是始终都是“赢家”
。关键是抽屉
和筐架的强度。 如果抽屉和筐架能保持了良好状态，则
系统可持续运行，不会出现停机。
梅恩大鸡筐系统的抽屉和筐架采用了独特设计，并使用
了特殊材料，以确保持久可靠的工作性能。
生物安全性
病原体可从一个位置传播到另一个位置，这对于全球鸡
肉行业而言是一种致命威胁。 为防止传播肉鸡的病原
体，在鸡只离开工厂之前，必须使用高强度清洁程序。
大多数国家的需求和控制力度都在加强。 清洁成本 热
水和清洁剂的成本增加。 然而，需使用更为有效方法才
可获取最佳结果。 在 2017 年秋季，梅恩研究使用热水
对 20 个完整的活鸡筐架进行巴氏杀菌的效果。
使用实用和可行的时间温度平衡，来测试整个运输筐
架的巴氏杀菌效果，结果非常乐观。 根据这些结果，梅
恩宣布进入了“活鸡筐架巴氏杀菌系统”开发的最后阶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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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氏杀菌之后

采样位置

cfu/gram

对数值

cfu/gram

对数值

S0

1200

3.08

<10

<1

S1

230

2.36

<10

<1

S2

4100

3.61

<10

<1

S3

1000

3.00

<10

<1

S4

900

2.95

<10

<1
1 个筐架结果

本系统将采用模块化设计，每小时的处理速度高达 80
个筐架，可以与梅恩大鸡筐系统及其他梅恩系统兼容。
食品安全将从这个梅恩新开发的产品切实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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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尼斯鸡肉加工领域
的领导者：

EL MAZRAA
El Mazraa 公司是突尼斯家禽加工领域的领导者，也是 Poulina Group Holding 的子公
司。其专门从事鸡肉的养殖和加工，以及鸡肉的深加工和鸡肉产品的销售。El Mazraa 每年
可加工 3000 万只肉鸡和400 万只火鸡。

梅恩的最新技术： 梅恩的大鸡筐系统如
今已集成到 El Mazraa 的加工生产线
中。
El Mazraa 占据本地 40% 的火鸡市
场，25% 的肉鸡市场和 20% 的鸡蛋市
场。 该公司年利润曾达到了 1.2 亿欧
元，员工数近 1,400 名，并拥有占地 10
公顷的加工厂
。
活鸡的处理，可以从几个方面，来影响鸡
肉的质量。 提前24小时对肉鸡的预处
理，是至关重要的。 在肉鸡管理循环的
最后一个阶段，制定的流程（停食抓鸡、
运输、卸载和挂鸡）可显著影响家禽福
利、加工出成和鸡肉等级以及总体利润。
“加工厂的整体效率主要取决于养殖场
和肉鸡运输至加工厂的过程中。 运输方
和加工厂方必须保证最好的条件。 考虑
到这点，我们首先要与我们的合作方梅
恩公司一同确认我们的需求并寻找解决
办法。”El Mazraa CEO Naoufel Sassi
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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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尼斯鸡肉加工领域的领导者非常注重
于保持良好的养殖和生长条件。“必须提
供优质管理和福利实践、优化鸡群质量
和鸡群 ROI 的依据。 维持良好的条件有
助于鸡只保持放松，进而提高肉质口感和
质量，”Poulina Group Holding CEO
Abdelwaheb Ben Ayed 说道。

Naoufel Sassi

养殖业务的发展，可满足公司 80% 的活
鸡屠宰需求。 剩余的 20% 根据年度供
应合同外包给其他家禽养殖场，合同中起
草了经慎重考虑的条款和条件。

Abdelwaheb Ben Ayed

占地 10 公顷的非洲最
大的的屠宰厂

梅恩公司可提供满足动物福利和市场要
求的活鸡处理系统，可确保在农场和加
工线之间提供优质的产品。 El Mazraa
相信梅恩的大鸡筐系统，是梅恩公司最
新的活鸡处理系统，是处理活鸡的关键
因素。 肉鸡可以在养殖场被轻柔的装
载，然后通过大鸡筐运输到加工厂
，在此
过程中肉鸡可以抬着头很舒服的坐着。
El Mazraa 表示除了动物福利、产品质量
和系统可靠性之外，另一个重要优点是
减少了人工需求量。 在把抽屉从筐架中
卸出之前，先自动卸垛，然后才运输至分
筐机。 其结果是相较于 El Mazraa 之前
的卸料装置，提高了运营产量，并缩减了
劳力需求。

“很高兴能为客户的商业模式提高价
值。 经过对屠宰场的详细分析 El Mazraa 和 梅恩明确了新的大鸡筐系统如何
有助于他们的价值观，”梅恩公司 区域
销售经理 Milan van de Beek 说道。

突尼斯的鸡肉消费
如今，突尼斯的鸡肉市场在不断变化；
鸡肉消费量不断增长。 根据世界卫生组
织的研究，突尼斯消费者更为注重自己
的健康，倾向于食用鸡肉，因为鸡肉的胆
固醇含量非常低。 消费者认为，过量食
用红肉有害于他们的健康，并可能导致心
血管疾病，甚至是癌症。 突尼斯鸡肉加
工业期望在未来几年内将持续保持这种
增长趋势。

梅恩的设备为我们提供
了创新、可持续发展的解
决方案，以帮助我们应对
行业的挑战

为满足顾客的需求，EL Mazraa 提供了一
种新的健康的和营养丰富的鸡肉产品。
公司特别注重其产品的卫生和健康，相
关人员必须严格遵守相关规定和家禽健
康规范。
El Mazraa 出口其产品，并致力于提高出
口能力，同时考虑到突尼斯产品更倾向
于有机生产方法，因此在欧洲地区广受
青睐。

13

速度 需求
180°

消费者对高蛋白食品的需求不断攀升以及消费偏好的不
断变化，刺激着全球鸡肉市场的发展。 为了应对日益增
长的需求，加工设备制造商一直致力于开发更先进的设
备，能提高加工量，并达到高水平的性能和品质。

14

240°

这就导致了不断提高自动化程度、延长生产时间和增
加生产线速度。 特别是新工厂项目，但现有工厂也需
要在可用空间内尽可能达到最高加工量。 也就是说，
增加生产线速度可以增加产量和提高利润。 毫无疑
问，增加的产量不能影响（高）标准的产品质量和动物
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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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 50 年来，生产线加工速度得以显著提高。 在七
十年代，大多数加工厂决不会相信生产线速度能够达到
15,000 只/小时。
新工厂往往需要高速加工线，投资者希望确保工厂“
可满足未来需求”
，并且能在极短的时间内实现投资回
报。
如果您考虑到过去几年劳动力成本的增加，特别是在过
去十年里，这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仅仅增加生产线速
度并不够：与此同时，不能影响动物福利和产品质量。
此外，还要重视工厂员工的劳动条件。 在设计加工设备
时，这些要求都需要考虑。

����

如今 (����)

可最大程度增加整个产业链效益的创新解决方案尤为
重要。 这就需要高速加工能力和最大程度减少用人。
这只能通过以高效高速，且加工重量范围大的肉鸡加工
生产线来实现。
梅恩已经开发和升级了用于高速加工生产线的设备，
并且非常自豪的是，仅在今年就至少要向 3 家新的
15,000只/小时高速加工工厂交付设备。 如今梅恩可
提供每小时加工量高达 15,000 只肉鸡的加工线，同
时能够保持最佳安全性和产品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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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高速加工生产线的一些亮点：
加工量为 15,000 只/小时的梅恩超大鸡筐毛鸡接收系
统，能确保生产线达到最高产品质量。
动物福利对于活鸡处理系统而言非常重要。 特别是对
高速生产线，必须要有足够肉鸡来供应生产线，且不会
影响产品质量和动物福利。 为了保证这点，您需要一个
高效且坚固的系统，满足大容量和高速加工量。 为此，
梅恩设计了超大鸡筐毛鸡接收系统： 这是一款超大的
抽屉，可最大限度增加装鸡量，同时还能提供足够的头
部空间便于通风。
“客户之所以选择梅恩超大鸡筐系统，是因为整个系统
的可靠性及其加工量。 除了操作优势之外，运输系统还
能提供最佳的肉鸡活动条件，而顺畅的卸鸡过程也有助
于提高产品质量，比如大幅减少残翅等。”梅恩产品经
理 Wouter Veerkamp 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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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新梅恩自动鸡爪筛选系统能节约高速生产线资源。
自动鸡爪筛选系统的设计目的是减少鸡爪加工线的人
工工作，同时保持最高质量标准。 系统可根据脚垫质量
自动分级、挑选和记录所有信息。 这意味着质量分级不
受人为因素影响，并且整个审批系统均符合动物立法。
智能解决方案可用于 15,000 只/小时高速生产线，节约
资源。
掏膛设备全面升级。
新型掏膛设备使用 240°导轨（而不是普通的180°），且
配有20 个加工单元，提高在每台设备上的加工时间。
新型240°机器设计可满足高速需求，能打造卓越的产品
质量并最大限度增加食品安全。 且新型20个加工单元
240°导轨的设备可以持续稳定的精准加工肉鸡。
为了展示生产线速度和机器设计之间的关系，下一页的
表格解释了设备需要多长时间来加工肉鸡。 也清楚解
释了梅恩为何开发20个加工单元/240°设备。 在提高链
速时，可增加额外的加工时间。

处理时间：

16 个装置, 180° 20 个装置,180° 20 个装置, 240°

6,000

每小时

4.8秒

6.0秒

9.0秒

10,000

每小时

2.9秒

3.6秒

5.4秒

13,500

每小时

2.1秒

2.7秒

4.0秒

15,000

每小时

1.9秒

2.4秒

3.6秒

梅恩新型掏膛设备，从切肛到掏膛，再到最终检查和内
外清洗，均可达到行业最高的生产线加工速度和卫生标
准，同时管理费用不会增加。
“客户希望提高生产速度，同时减少浪费和质量缺陷
问题。 现在我们能够满足客户期望并帮助他们提高效
率，”产品经理 Pete van Poorten 说道。“我们安装的
许多生产线已达到 13,500 只/小时以上，因此进一步提
高链速顺理成章。”
15,000 只/小时仍可轻松维护
提高生产线速度意味着提高每小时的加工量。 从理论
上而言，这会缩短磨刀和更换刀具的间隔时间。 为此梅
恩进一步提高了所有切割刀片的耐用性和质量，以缩减
维护作业和最大程度提高运行时间。 此外，在一些设备
中，刀片的切割边缘已从平滑变为锯齿状（锯齿圆盘刀）
，使其耐用性提高了 4倍。 因此，梅恩这一创新产品能
以 15,000 只/小时加工量顺畅运行生产线。
适用于高达 15,000 只/小时的转挂机
对于完整加工厂的连续流程，可靠的转挂对正常运行时
间而言至关重要。 梅恩在转挂解决方案方面有着悠久
的历史，现隆重介绍最先进的转挂方案： 梅恩高速转挂
机M2.0。 高速转挂机M2.0可在相同或不同挂钩间距，
以及相同或不同生产线速度之间顺畅转挂。

使用新型梅恩在线称重机 M2.0 能在最高速生产线下
获得高精度的称重结果
另一个挑战是在提高生产线速度时，即缩短称重时间
的情况下，仍可获得高精度的结果。 梅恩在线称重机
M2.0 可自动存储产品数据，以统计产量和重量，便于计
划整鸡产品、分割产品和剔骨产品的日常订单需求。
梅恩可提供最精确的分割和剔骨设备，但如果重量不准
确，那么分割和剔骨机器带来的收益很容易在称重阶段
丢失。 因此要合理分配产品进入利润率最高的重量级
别。 然后在两个分割线的不同设备中生产出高出成和
高利润的分割产品。
尽管高速加工主要依赖于正确的设备，但正确的监测也
至关重要。 可通过梅恩管理系统M1.1获取所有可追踪
的数据
梅恩自动分割线可加工7,500只/小时，使用两条分割
线正好满足 15,000只/小时高速生产线需求。
升级后的梅恩自动分割线可加工7,500只/小时，从而实
现最高收益。 分割线设备采用的新设计能够达到最高
的分割精度和产品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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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高速和灵活型分
割生产线 M3.0
迈向未来的一步

在一个不断变化的市场中，需要一个能
够应对快速变化需求的系统，并且必须
保持灵活性。 对于食品安全至关重要的
生产线，必须保持卫生型设计和轻松调
节性。 尤其是分割工艺。
梅恩引入了最新的高速和灵活型分割系
列M3.0 ，数个加工单元即可展示出无
与伦比的性能，每小时可处理7,500 只
肉鸡。 梅恩分割解决方案是目前市场上
最准确和快速的解决方案，能加工的胴
体重量范围从 1.0 增加至 2.5 公斤再到
3.2公斤，能够满足全球各地的市场和客
户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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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的生产线可达到最高的质量和更为
精确的分割。 因为限制了运动部件的复
杂性和数量，使得加工单元坚固耐用，操
作简单， 梅恩一如既往的将总拥有成本
(TCO) 因素作为考虑的重点，这最大限
度降低了维护和备件需求。
新推出的产品与梅恩其它的产品构想完
美一致，使得两种分割线每小时都能够
加工15,000 只肉鸡。

根据最新标准改善的卫生型设计。
分割单元可满足最新的食品安全标准要
求，并装配不锈钢电机，电机具有密封系
统和光洁的表面。 随着不锈钢电机的引
入，我们已采取了一项重要措施，即将所
需电机的各种型号，合理降低至最低水
平。 这样能够降低库存量。

重新设计了工作单元，可实现快速调节，
并将对工具的使用降到最低。 通过减少
工具的使用，并将调节装置（大量的）设
置于工作单元外部，从而简化操作并提高
安全性。 最新工作单元的所有设置尽可
能采用了不锈钢材料，操作员可在需要时
进行调整。 保护罩可用拉杆打开，轻松
露出工作单元。 让手部远离刀具切割范
围，可提高更换刀具的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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锯齿圆盘刀可提高锋利性
随着锯齿圆盘刀的引入，能够在数周内准
确分割。 由于无需打磨锯齿圆盘刀，因
此也无需调整工作单元。 同一工作单元
设定至少可以运行 2 个月，并且无需任
何调整，可增加产出和生产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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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型挂钩
挂钩采用了卫生设计，因此可实现最低
限度的内部清洁，降低了内部转向机构
的磨损和损坏。 此外其重量缩减了 45%
，即在 500 个挂钩的生产线中，重量可
减少 600 公斤。

灵活的解决方案
通过重新设计转向装置，可缩减 26% 的
占地面积。 这有助于提高生产线设计的
灵活性。

梅恩可提供三种不同的稳定耐用的框架，以
满足客户的灵活性需求： 落地式框架，准许
工作单元完全置于生产线之外，便于清洁和
维护。

为增加供线产品的种类，非接触式旁通
系统准许特定数量，重量和分割的产品，
在线旁通通过被选择的工作单元。

另一选项为不锈钢结构的悬挂式框架，能够
自由设计传送带。 可手动调节或使用控制
面板精调这些框架。
梅恩新的高速和灵活型分割生产线 M3.0 可
帮助您迈向未来，并应对您所面临的所有挑
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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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YN RAPID PLUS
胸肉剔骨机 M4.1：
更快、更加紧凑且更为灵活
随着官方发布 Rapid Plus 胸肉剔骨机 M4.1，梅恩宣布胸肉剔骨技术迈向了新的
台阶。其每小时的处理量已从 6,000 增至 7,000 只胸肉，同时占地面积最高可缩减
16%，具体取决于所需配置。
梅恩一直致力于进一步改善我们的解决
方案，让我们的加工商获得更大的收益。
因此，梅恩推出的 Rapid Plus 胸肉剔
骨机 M4.1 采用了更加紧凑和灵活的设
计，并且具有无与伦比的产量，每小时的
处理量达到了 7,000只。 由于增加了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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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1000只胸肉的处理量，这使得资本
投资和TCO更低。 当然，这个配置可以
是扩展到整合物流，修整装置和在线称
重配料系统。

在全球大部分地区，白胸肉被认为是优质
的鸡肉，但我们越来越深刻的认识到，设
备必须在客户可能生产的最终产品的选
择上保持灵 活性。 考虑到市场需求的不
断变化并存在着各种不同的大胸和小胸
产品，这对于胸肉剔骨尤为如此。
得益于 Rapid Plus M4.1 技术，梅恩能
为客户提供高度灵活和具有竞争力的解
决方案，同时能够达到目前全球市场最
高的产量。 此解决方案能够提高客户的
市场地位，确保他们业务的连续性，因此
能大幅缩减劳工需求，每轮班可节约 33
名操作人员。

新的用户友好交互界面设计有助于客户
轻松访问信息，而预设触摸按钮允许在
产品重量发生改变时，客户可以快速、轻
松地调整关键设置。 这可降低对操作人
员技能的依赖性。
简而言之，新的增强型 Rapid Plus 胸肉
剔骨机 M4.1 验证了我们致力于持续创
新的承诺。 这是唯一一个能以最高产量
自动摘取所有大胸和小胸产品的解决方
案，能够达到无与伦比的出成率。 最为
重要的是，进一步降低了员工技能的要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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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肉加工软件

在现代化加工生产线中，一致性、透明度和可追溯性
至关重要。 鸡肉加工商知道他们实现卓越运营的重要
性。
新版 Meyn Connect M1.1 能将可用数据转换为宝贵
的信息，可实时监测这些数据，并整合到综合报告中。
如今加工商可投入宝贵的时间以分析数据，而不是采
集数据。 Meyn Connect M1.1 有助于优化整条生产
线，确保整个流程的一致性和透明性。 用户可在任意时
间轻松获取适当的信息。 在此次升级中，我们将介绍
Meyn Connect M1.1 如何帮助您轻松查看生产线和
加工线的最佳信息。
Meyn Connect M1.1 是一种综合性解决方案，包括硬
件和软件应用。 其能够收集设备数据，以直观形式进行
展示，并且能轻松集成到肉鸡加工厂的业务应用中。

信息设计参数（质量、数量和产量）； 操作（例如批次状
态或性能）； 以及设备（状态和可用性）。 每个鸡肉加
工厂都有独特需求，需要满足这些需求并且不会将昂贵
IT 项目定制成本转嫁给客户。 Meyn Connect M1.1
可安装在各种配置中，以满足这些要求。 称重分级系统
和鸡群调度系统等模块意味着信息始终可用于管理生
产，并确保提高加工效率。
益处
• 连接设备和业务软件
• 轻松访问可用数据
• 流程监测
• 产品可追溯性
• 记录
• 直观的仪表板
Meyn Connect M1.1 可以在不同的加工线区域采集
数据，然后通过所谓的“Poultrybus”专用模块进行访
问 - 每个均能为您的流程和操作任务提供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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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鸡肉加工生产线均使用多个产品传感器进行鸡
肉计数、称重和分级。 传感器可测量流程数值，例如温
度、速度和能耗 - 这些数值通常单独显示在屏幕上，不
利于进行对比。
Meyn Connect M1.1 可搜集数据简化分析。 例如，流
程称重数据可在一个简单的仪表板中，便于进行对比，了
解趋势和意外情况。

Meyn Connect M1.1 追踪管理模块
追踪管理模块新增了追踪功能，能监测整个过程中的鸡
群和单个鸡只。 所有信息，如疾病或缺陷、福利、质量
和体重，都与追踪管理模块的单个鸡只有关，可用于跟
踪。
Meyn Connect M1.1 鸡群调度模块
本模块可每日规划鸡群和卡车抵达情况，能够灵活满足

一致性、透明性和鸡只加工分类
可提供集成大多数传感器的模块，其数值均显示在仪表
板或报告中。 管理人员可获取直观视图，可“将各点连
接起来”
。 计数和重量数值的处理视图可清晰指示是否
以及哪里出现了生产损失。 持续开发会在未来支持集
成其他传感器和设备。
“工厂可实现总体透明化，并且能在整个流程中轻松访
问一致的信息。 简单的屏幕可快速的查看生产或流程
中有待进一步提高效率的地方。”（工厂自动化和物流
产品经理 Andre Petersen）

紧急变化的需求。 当开始处理鸡群时，鸡群调度模块可
自动确保在整个加工流程中正确识别鸡群分布。 通过
鸡群调度界面，也能自动下载业务规划系统中的日常计
划。
Meyn Connect M1.1 称重分级系统
称重分级系统可根据单个鸡只重量和质量数据，有效传
输产品进入加工生产线。 可根据生产订单确定最终目
的地（卸载站、拾捡线或其他下游流程）。 管理流程使
用的数据源自梅恩在线称重机和梅恩分级系统。 在整
个加工过程中，可以使用专用称重和分级选项。

核心模块简要概述：
Meyn Connect M1.1 核心平台
Meyn Connect M1.1 基于专用模块和可靠网络，以确
保公开访问保持高度可靠的数据安全性和可用性。 有
源网络概念可确保信息完整性和数据的存储。 可通过
总线结构 (“Poultrybus”)基于经过认证的 OPC-UA
标准）轻松交换梅恩设备和应用之间的数据。 平台包括
帮助台监视器，准许帮助台提供远程支持，快速识别问
题源。 提供了几个集成其他系统和交换信息的选项。

Meyn Connect M1.1 脚垫检测系统 (FIS) 模块
此模块可采集 FIS 生成的所有分级数据。 根据每个鸡
群采集所有病变分级。 这意味着可使用同一系统采集
所有数据，无需将鸡群详情人工输入 FIS，因此减少一
半的信息输入工作。 信息可用于反馈动物福利，同时在
处理每个鸡爪的质量分级时，可用于指导鸡爪进入适当
的生产线，以进行进一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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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烧烤腌料

制作香辣琵琶腿

配料
飞利浦空气炸锅于 2010 年推出，如今已成功销往 100 多个国家。
此款荷兰创新产品占据了近 50% 的市场份额，使得全球各地的消费
者以更加健康的方式烹饪各种美食。例如，荷兰人用来烹饪的相关
菜肴-炸薯条。日本人可用它来炸虾。在北美，用来烤鸡翅。在印度，
用来做咖喱角。但是空气炸琵琶腿已成为风靡全球各地的美食，并融
合了众多本地口味。尝试制作一下这道美食，然后加入自己的秘密配
方，沉迷在这种“小确幸”中吧！

制作说明
将空气炸锅预热到 200°C。 将辣椒粉、咖喱粉和大蒜，
烧烤酱混在一起，加入盐和现磨的胡椒粉调味。 加入橄
榄油。 把琵琶腿放在密封袋中腌制至少 60 分钟。 把
琵琶腿放在炸锅内胆里，然后将内胆放进空气炸锅里。
将定时器设置为 15 分钟。 将琵琶腿烤至焦黄色。 然
后翻转琵琶腿，将另一面烤制 10 分钟，大功告成。 使
用沙拉和薯条搭配香辣琵琶腿。
我们在此感谢 Philips 与我们分享该食谱： 另请参阅
www.philips.n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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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个琵琶腿
2 汤匙橄榄油
1 茶匙辣椒粉
1 汤匙烟熏辣椒面
1 汤匙咖喱粉
1 茶匙盐
现磨黑胡椒粉
3 汤匙烧烤酱
3 瓣蒜，碾碎

即将举办的展览会
2018
欧洲国际集约化畜牧展

荷兰乌特勒支

6 月 20-22 日

2018年印尼国际家禽
畜牧业、乳业展览会

印度尼西亚雅加达

7 月 4-6 日

巴西国际肉类加工展览会

沙佩科

9 月 11-14 日

2018中国国际集约化
畜牧展览会

中国南京

9 月 17-19 日

国际家禽与饲料博览会

巴基斯坦拉合尔

9 月 27 - 29 日

2018 年波兰食品展

波兰波兹南

10 月 1 - 4 日

2018 年莫斯科国际食品
原料及机械设备展

俄罗斯莫斯科

10 月 8 - 12 日

国际农业展

阿尔及利亚阿尔及尔

10 月 8 - 11 日

2018 年世界食品展

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

10 月 31 日 - 11 月 2 日

2018 年印度家禽展

印度海得拉巴

11 月 28 - 30 日

EDIÇÃO 2018

12a FEIRA INTERNACIONAL DE NEGÓCIOS,
PROCESSAMENTO E INDUSTRIALIZAÇÃO DA CAR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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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想知
道如何提高
加工速度？
梅恩可提供创新型解决方案，能将生产线速度
提高至 15,000 只/小时。 因此，如果您想知道
如何最大限度提高投资收益率，请来梅恩寻找答
案。

答案是
15,000
只/小时

创新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