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分割系统

自动分割方案的领先者

我们让它简单化
您使用它获利



吊杆式和框架式分割系统

自动分割方案的领先者
芙美（foodmate）公司提供满足最
广泛的产品规格和分割要求的解决方
案，迎合世界各地屠宰工厂、快餐公
司及各组织机构制定的最高分割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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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活型分割系统（吊杆式）

集约型分割系统（框架式）

快餐连锁用分割系统（框架式）

芙美（foodmate）自动分割系统           
永不停歇的 流水分割线！

             

        George’s Inc.  运营副总裁罗伯特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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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活型分割系统 （吊杆式）

芙美（foodmate）灵活型分割系统是当
今行业中最先进的分割系统之一，既高效
又灵活。该分割线集整鸡方案与肉鸡各分
割部位的物流输送方案于一身，对整鸡按
品质和/或重量挑选，并将分割的部位输送
至车间内任意期望的位置。

该系统可通过先进的ChickSort称重和影
像分级软件进行控制，在整个过程中可以
有效地根据重量和等级实现肉鸡的最大化
利用，并通过增加A级分选提高整体利用
率。生产线可装配可旁通的卸鸡站和切割
单元。

切割单元可根据工厂的实际要求量身定
制。基本的分割部位包含，鸡翅（翅尖、
翅中、翅根、全翅）、胸帽和/或前半胴
体、全腿和琵琶腿/上腿等，线速度可高达
每分钟105只，也可高达每分钟140只。
芙美（foodmate）灵活型分割线，设计
时旨在在不影响性能和品质的基础上将维
护工作最小化。其中一个独特之处是，磁
性挂钩能够自我纠偏，防止漏切现象。

干净利落地切割尤为重要！

2016年芙美（foodmate）公司在美国西海岸完成全美最大的、

由6条灵活型分割线组成的自动分割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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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架式分割系统 

框架式分割系统其特点是预先将分割系统的
控制面板安装在独立的框架上，并配置多种
切割单元。框架式分割系统极容易安装，仅
需连接一个主电源。线性设计便于跟自动转
挂机衔接，无需人工转挂，分割效果好。

所有框架式分割系统均配置磁性挂钩，实现
自我纠偏，防止漏切现象。独特的弯角和侧
板结构，便于卫生清洗和后续改装。独立系
统（类似于单机设备）可通过一个主链接快
速完成，因此安装时间极短。

框架式分割系统适应于快餐连锁用和常规分
割线。

快餐连锁用分割系统旨在满足Popeyes,Churchs Chicken 和
Bojangles等快餐连锁店对8块鸡和9块鸡的分割要求。也可
根据客户要求量身订做符合其他国家（如韩国的25块鸡和泰
国的特殊规格产品）要求的分割系统。芙美（foodmate）
公司还为美国市场开发了学校午餐食用的带骨胸肉（4块或6
块），和带骨上腿肉（3块）。

快餐连锁用分割系统 

     成品     | 9块鸡分割

 FS 集约型分割系统  

芙美（foodmate）集约型分割系统有多种配置，主要满足传
统型产品结构。一些分割线只是简单地切割前半胴体和边腿，
一些则包括翅分割，也可选择在线称重挑选和整鸡分选。分割
线线速可从每分钟105只鸡到140只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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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割单元

可切割单翅鸡

切割连续、自然

可旁通（选择项）

适应于大鸡和小鸡

可处理残鸡，避免磕绊亦或导致分割线停机

尽可能少地带胸肉，尽可能多地带背肉，提高总体出成

优势

     成品 |  带/不带肩胛肉的翅

翅根切割机  

芙美（foodmate）公司开发了新型的高出成的鸡翅切割机，更好地满
足大鸡，单翅鸡和残鸡。该特殊设计便于单翅鸡或残翅鸡顺畅进入切割
单元，避免磕绊亦或导致分割线停机。解剖分割原理，为提高鸡翅出成
率，可选择多留一点背肉在鸡翅上。

设计时，充分考虑了其调节的灵活性，通过将切割刀片移位或归位实现
高出成率和极高的切割效果，电动调节高度。该翅根切割机也能够很容
易地安装在现有的、非芙美（foodmate）分割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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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翅

翅中切割机

芙美（foodmate）翅中切割机
用于将翅中从翅根上分离。从关
节处切开，切割时可以带翅尖或
不带翅尖。

翅尖切割机

芙美（foodmate）翅尖切割机
用于将翅尖和翅中切开。该切割
单元开发时考虑到既适应于常见
大小的鸡只，也在保证高切割精
度的同时提高合格率和出成率。 
翅尖切割机可安装在现有构造或
新设计结构的框架式和吊杆式分
割线上。

AFS切翅机旨在满足快餐连锁餐厅的最新要
求。通过微调即可达到新要求和传统银元
风格的切割。新上或现有快餐连锁用分割
线均可安装AFS切翅机。

AFS切翅机



切割单元

该芙美（foodmate）三合一机器集以下三步为一体：
- 结合真空吸料，通过螺旋转辊去除脂肪
- 预切，为九块鸡的三角胸切割做准备
- 切割三角胸
该切割单元既能适应于多种规格大小的鸡只，也能确保切割精度。

预切机-三角胸切割机-掏油机  FS

胸帽切割机 

胸帽切割机将胸帽从鸡胴体的
背部分割下来。该切割单元可
以实现最小的胸肉损失，使切
割效果最佳。通过简单调节即
可适应于多种规格大小的鸡
只。机器的高度可通过转动主
轴来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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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胸

横向分切机（可旁通）

该切割单元进一步优化了常规的单刀片前
半胴体切割机。横向分半机在切割前半胴
体时更高效，极大地减少了三角胸斜切和
误切的现象。较之使用一个大的单刀片，
双刀片切割更直接，也能更好地控制留在
前半胴体上的肋骨的数量。

横向分切适应于12英寸和8英寸的转鼓，无
需调整即可处理大范围规格大小的鸡只。
其多功能性允许其安装在现有构造或新设
计结构的框架式和吊杆式分割线上。
使用横向分切机，无需预切。也就意味
着，该切割单元采用直驱设计，没有皮
带，维护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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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r mission is to innovate, automate and bring cost-effective solutions to the industry.

Pantone 376

Pantone 298

70% black
The Foodmate Halving Machine separates the front half 
from the chicken. The machine also can be used to cut off 
the remaining backbone piece after using the FM Front 

Piece Cutter.  It requires minimal maintenance and is easy 
to clean.  The Halving Machine can be installed on current 
figurations or newly constructed Frame and Flex Lines. 

HALVING MACHINE

分半机 

该切割单元既可将前半胴体从鸡胴体上分割下来，
也可用于使用芙美（foodmate）胸帽切割机切除
胸帽后，切割下背骨。维护量极小，方便清洗。分
半机可安装在现有构造或新设计结构的框架式和吊
杆式分割线上。

 OF  CC

提高腿肉出成率，确保不切割到三角胸胸尖。通过调整可
提高边腿出成。



切割单元

掰腿机（OPTI型和SII型）
效果好 | 稳定的高出成率

芙美（foodmate）公司开发了两款掰腿机，均能最大化保证带骨/去
骨腿肉的出成率。该机器采用解剖原理，出成率高，完好地获取皮和
肉。最新设计更加简单高效，没有弹簧或气缸，维护成本低。此外，
高度极易调节，在适应不同规格大小的鸡只时更简单。OPTI型掰腿机
开发于美国，虽然开始是针对美国市场的需求，但后续证明这种新型
设计效果更好，可以让全球客户受益。SII型掰腿机可安装在新的芙美
（foodmate）分割系统上或者很容易地融合于现有框架式或吊杆式分
割系统上。

成品
掰腿机能够处理大范围规格大小的鸡
只，同时保证极高的“髋骨骨帽”完好
度和最小的骨渣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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腿

骨渣含量低

出成率高

“髋骨骨帽”完好度高

坚固耐用的设计

设计简单，仅需微调

适应于大范围规格大小的鸡只，灵活性更高

极高的灵活性

通过最小的调节，OPTI型掰腿机就能够处理大范围规格大小的
鸡只，同时保证极高的“髋骨骨帽”完好度和最小的骨渣含量。
也能处理所谓的大鸡。

OPTI型掰腿机最高可处理105只鸡/分钟。此外，成品稳定性
高，皮肉美观。单机设备的OPTI型掰腿机处理效果极佳，出成率
极高，能够为芙美（foodmate）上腿剔骨机提供骨帽更好的上
腿。

优
势



上腿/琵琶腿分割机具有多种功能，可应用于终端零
售产品和快餐产品。结构设计简单，成本低。解剖原
理切割，为满足具体的切割要求，多种不同的结构可
选。同步电气益于切割精度更精准，弃用了90度齿轮
箱使其维护成本更低

上腿/琵琶腿分割机  OF  CC  FS

新型上腿/琵琶腿分割机不锈钢构造，将上腿从琵
琶腿上分割下来。食品级认证的尼龙材质和可冲洗
电机符合最高的卫生要求标准。
分割符合解剖学分割，完美适用于上腿剔骨。鉴于
新型切割原理，该单元可适用于较大规格范围的原
料。

新型上腿/琵琶腿分割机  OF  CC  FS

借鉴于完美设计的引导系统，边腿切割机 1 始终
能够很好地将带腿后半胴体平均分割。
挂载在芙美（foodmate）分割线上的带腿后半
胴体，沿线链运行，胸腔一侧经过圆盘刀分切。
该切割单元可安装在新的芙美（foodmate）线
或现有分割线上。

边腿切割机2

该切割单元既可对带腿后半胴体单刀分切，也可通过
多种调节方式从尾骨上切割出柳条（最宽5cm）。挂载
在芙美（foodmate）分割线上的带腿后半胴体，沿线
链运行，胸腔一侧经过圆盘刀切割。切割刀的高度可
调，以适应不同的大小规格的肉鸡。很容易就能安装
在现有分割线上。

边腿切割机1  OF  CC

 OF  CC

腿



技术参数：
机体和马达均为不锈钢材质
马达(IP 66)功率 0.75千瓦
机器尺寸：
 长： 665毫米
 宽： 887毫米
 高： 916毫米
 重量：约45公斤 

鸡尾切割机    OF  CC  FS

技术参数：
不锈钢制造的机体
机器尺寸：
 长： 413毫米
 宽： 649毫米
 高：1224毫米
 重量：约30公斤

展翅机  OF  CC  FS

技术参数：
机体和马达均为不锈钢材质
马达(IP 66)功率2 x 0.75千瓦
机器尺寸：
 长： 754毫米
 宽：1271毫米
 高：1304毫米
 重量：约140公斤

翅尖切割机

翅中切割机  OF  CC

技术参数：
机体和马达均为不锈钢材质
马达(IP 66)功率2 x 0.75千瓦
机器尺寸：
 长： 728 毫米
 宽：1106 毫米
 高：1308 毫米
 重量：约151公斤

翅根切割机  OF  CC

技术参数：
机体和马达均为不锈钢材质
马达(IP 66)功率2 x 0.75千瓦
机器尺寸：
 长：1094毫米
 宽： 785毫米
 高：1622毫米
 重量：约165公斤

技术参数：
机体和马达均为不锈钢材质
马达(IP 66)功率2 x 0.75千瓦
机器尺寸：
 长： 689毫米
 宽：1027毫米
 高：1515毫米
 重量：约167公斤

AFS切翅机  FS

技术参数：
机体和马达均为不锈钢材质
马达(IP 66)功率 0.75千瓦
机器尺寸：
 长：2283毫米
 宽：1796毫米
 高：1774毫米
 重量：约350公斤

预切机-三角胸切割机-掏油机  FS

技术参数：
机体和马达均为不锈钢材质
马达(IP 66)功率2 x 0.75千瓦
机器尺寸：
 长：1055毫米
 宽： 754毫米
 高： 949毫米
 重量：约125公斤

胸帽切割机  OF  CC

技术参数：
机体和马达均为不锈钢材质
马达(IP 66)功率 0.75千瓦
机器尺寸：
 长：1442毫米
 宽：1251毫米
 高：1853毫米
 重量：约320公斤

前半胴体切割机  OF  CC

技术参数：
机体和马达均为不锈钢材质
马达(IP 66)功率2 x 0.75千瓦
机器尺寸：
 长：1136毫米
 宽：1265毫米
 高：1612毫米
 重量：约132公斤

横向分切机  OF  CC

 OF  CC



分半机  OF  CC

技术参数：
机体和马达均为不锈钢材质
马达(IP 66)功率 0.75千瓦
机器尺寸：
 长： 737毫米
 宽： 680毫米
 高：1128毫米
 重量：约95公斤 

分半机2  OF  CC  FS

技术参数：
机体和马达均为不锈钢材质
马达(IP 66)功率2 x 0.75千瓦
机器尺寸：
 长： 721毫米
 宽： 670毫米
 高：1348毫米
 重量：约150公斤 

纵向劈半机  OF  CC  FS

技术参数：
机体和马达均为不锈钢材质
马达(IP 66)功率 0.75千瓦
机器尺寸：
 长： 981毫米
 宽： 716毫米
 高：1101毫米
 重量：约148公斤 

边腿切割机1  OF  CC

技术参数：
机体和马达均为不锈钢材质
马达(IP 66)功率 0.75千瓦
机器尺寸：
 长： 670毫米
 宽： 711毫米
 高：1075毫米
 重量：约88公斤 

技术参数：
机体和马达均为不锈钢材质
马达(IP 66)功率2 x 0.75千瓦
机器尺寸：
 长： 762毫米
 宽： 985毫米
 高：1062毫米
 重量：约170公斤 

边腿切割机2  OF  CC

技术参数：
机体和马达均为不锈钢材质

马达(IP 66)功率 0.75千瓦

（变频控制）
机器尺寸：
 长：2099毫米
 宽：1098毫米
 高：1810毫米
 重量：约400公斤

OPTI型掰腿机  OF  CC

技术参数：
机体和马达均为不锈钢材质

马达(IP 66)功率 1.5千瓦

（变频控制）
机器尺寸：
 长：1268毫米
 宽：1179毫米
 高：1467毫米
 重量：约290公斤

SII型掰腿机  OF  CC

技术参数：
机体和马达均为不锈钢材质
马达(IP 66)功率2 x 0.75千瓦
机器尺寸：
 长：1580毫米
 宽： 957毫米
 高：1529毫米
 重量：约130公斤

上腿/琵琶腿分割机  OF  CC  FS

 OF  CC  FS

技术参数：
机体和马达均为不锈钢材质
马达(IP 66)功率 0.75千瓦
机器尺寸：
 长：2351毫米
 宽：1150毫米
 高：1837毫米
 重量：约600公斤

新型上腿/琵琶腿分割机

技术参数：
机体和马达均为不锈钢材质
马达(IP 66)功率 0.75千瓦
机器尺寸：
 长： 862毫米
 宽： 725毫米
 高：1733毫米
 重量：约90公斤

鸡脖/脖皮切割链  OF  CC  FS



www.foodmate.nl  //  info@foodmate.nl

荷兰（总部）-  美国  -  英国  -  波兰  -  中国  -  巴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