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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三文鱼内脏清理方法，包

括以下步骤：采用定位机构对待处理三文鱼进行

定位，将所述定位机构设置于传送机构上，用于

承载和定位待处理三文鱼，其下部设有切腹槽；

所述传送机构带动设置于其上的定位机构运动，

使得定位机构传送至去肠工位处；所述去肠工位

处设有去肠机构，所述去肠机构的末端设置刀

片，当承载有待处理三文鱼的定位机构传送至相

应的去肠工位时，所述去肠机构伸入所述待处理

三文鱼的鱼嘴，通过鱼嘴进入鱼腹，其末端的刀

片旋转将鱼肠切断；通过所述切腹槽，将待处理

三文鱼的鱼腹切开，以使待处理三文鱼的鱼肠从

鱼腹掉落。本发明实现了对三文鱼内脏的自动化

清理，从而提高清理效率并降低清理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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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三文鱼内脏清理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采用定位机构对待处理三文鱼进行定位，将所述定位机构设置于传送机构上，用于承

载和定位待处理三文鱼，其下部设有切腹槽；

所述传送机构带动设置于其上的定位机构运动，使得定位机构传送至去肠工位处；

所述去肠工位处设有去肠机构，所述去肠机构的末端设置刀片，当承载有待处理三文

鱼的定位机构传送至相应的去肠工位时，所述去肠机构伸入所述待处理三文鱼的鱼嘴，通

过鱼嘴进入鱼腹，其末端的刀片旋转将鱼肠切断；

通过所述切腹槽，将待处理三文鱼的鱼腹切开，以使待处理三文鱼的鱼肠从鱼腹掉落；

所述去肠机构包括外管(4-2)、外管齿轮(4-3)、螺纹杆(4-4)、螺纹杆齿轮(4-5)和刀片

(4-7)，所述外管齿轮(4-3)固定于所述外管(4-2)上，所述螺纹杆(4-4)伸入所述外管(4-2)

内，所述刀片(4-7)可收缩安装于所述螺纹杆(4-4)前部，在外管(4-2)上设有供所述刀片

(4-7)伸出的刀槽，所述螺纹杆齿轮(4-5)固定于所述螺纹杆(4-4)上；所述外管齿轮(4-3)

和螺纹杆齿轮(4-5)均由相应的齿轮驱动。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三文鱼内脏清理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去肠机构(4)上还

设有喷水通道，在完成待处理三文鱼的切腹后，向鱼腹内喷水，实现对鱼腹清洗和加快鱼肠

掉落。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三文鱼内脏清理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传送机构包括至少两

个滚筒(1)，在所述两个滚筒(1)上设有传送带(2)，通过驱动至少一个滚筒(1)转动，以带动

所述传送带(2)运动，所述定位机构(3)设置于所述传送带(2)上，所述定位机构(3)的切腹

槽下方的传送带镂空。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三文鱼内脏清理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定位机构包括鱼槽机

架(3-9)、一对上隔板(3-4)和一对下隔板(3-7)，所述上隔板(3-4)与相应的下隔板(3-7)位

于同一侧，所述一对上隔板(3-4)和一对下隔板(3-7)均与鱼槽机架(3-9)连接，所述的一对

下隔板(3-7)下部之间形成所述的切腹槽，所述的一对下隔板(3-7)分别与所述鱼槽机架

(3-9)的两侧铰接。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三文鱼内脏清理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上隔板(3-4)上一一

对应设有滑块(3-3)，所述的鱼槽机架(3-9)设有供滑块(3-3)滑动的导轨(3-2)，滑块在导

轨(3-2)上可往复滑动，所述上隔板(3-4)的外侧面与鱼槽机架(3-9)之间设有弹簧(3-1)。

6.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三文鱼内脏清理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下隔板(3-7)的外侧

面上设有磁性块(3-8)，并设有与所述磁性块(3-8)相配合的电磁铁，通过对所述电磁铁通

电，以吸合所述磁性块(3-8)，从而带动下隔板(3-7)向外运动。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三文鱼内脏清理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鱼槽机架(3-9)的

两端分别设有端板，其中一端的端板开有供去肠机构伸入鱼嘴的开孔，并在所述开孔处安

装有鱼嘴固定机构(3-5)。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三文鱼内脏清理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刀片上设有刀片凸起

(4-7-1)，所述的螺纹杆(4-4)前端部设有平面螺纹槽(4-4-1)，所述的刀片凸起(4-7-1)嵌

入所述平面螺纹槽(4-4-1)内，通过螺纹杆(4-4)转动带动所述刀片(4-7)伸缩。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三文鱼内脏清理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外管(4-2)前端连

接有顶尖(4-1)，所述顶尖(4-1)与外管(4-2)螺纹配合，所述顶尖(4-1)的前端设有出水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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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螺纹杆(4-4)为中空，所述出水孔与所述螺纹杆(4-4)的中空内腔连通，通过向螺纹杆

(4-4)内注入水，从所述出水孔喷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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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三文鱼内脏清理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三文鱼处理技术领域，具体地说是一种三文鱼内脏清理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居民消费水平也大大提高，其中三文鱼消费呈井喷状

态：  2011年国内三文鱼总的消费量是2.9万吨，2017年已超过了10万吨。三文鱼营养丰富，

富含不饱和脂肪酸，鱼肉中的蛋白质含有18中氨基酸(其中包括人体必需的8种氨基酸)，且

蛋白质含量明显高于其他鱼类。同时，三文鱼的鱼刺少，肉质鲜嫩，既可烹饪，又可生吃，口

感甚佳。因此，我国三文鱼需求增长速度远超其他鱼类。由于进口三文鱼远远无法满足国内

市场，国内开始尝试三文鱼的养殖。2011年，我国三文鱼产量为0.82万吨，到  2015年，产量

递增到1.61万吨，预计2018年将达到3万吨以上，年均增长率超过20％。随着国内养殖技术

的提高以及环境的改善，除了青藏高原、甘肃、新疆等地，其他省份的高海拔地区(海拔高，

水温低)也开始大规模开始养殖三文鱼。

[0003] 然而，三文鱼属于低温肉食鱼类，攻击性强、性格暴烈，出水即死，无法像黑鱼、鲫

鱼等鱼类采用活鱼运输。为保持新鲜，三文鱼出水后必须马上去除内脏(去除内脏后三文鱼

不容易变质，但不必去除鱼鳃)，放置冰块后航空快运到全国各大超市、酒店。

[0004] 虽然目前国内已经有了鱼类去鳞、去内脏的装置，但这些设备基本上都是针对四

大家鱼(青鱼、草鱼、鲢鱼、鳙鱼)、鲫鱼、小杂鱼等。三文鱼属于大型鱼类(一般10斤左右、长

度约70厘米左右)，且三文鱼肉质鲜嫩、脂肪层厚，表皮很容易破损(破损后影响卖相)，无法

使用现有鱼类前处理设备。因此，目前三文鱼去除内脏全部由人工手工完成，存在效率低、

劳动强度大、有安全隐患，低温操作工人容易生冻疮等问题。随着老龄化及人工短缺，三文

鱼去除内脏的成本持续增加，成了养殖企业的巨大负担。

[0005] 三文鱼的内脏主要是鱼肠，现有技术还无法采用方法对其进行清理，尤其是缺乏

自动化的处理设备，可见，如何自动化清理三文鱼内脏仍是业内亟待解决的技术问题。

发明内容

[0006] 有鉴于此，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对三文鱼内脏进行自动化清理的三文鱼内脏

清理方法，以提高效率并降低清理成本。

[0007] 本发明所提供的技术方案是，提供一种以下结构的三文鱼内脏清理方法，包括：

[0008] 采用定位机构对待处理三文鱼进行定位，将所述定位机构设置于传送机构上，用

于承载和定位待处理三文鱼，其下部设有切腹槽；

[0009] 所述传送机构带动设置于其上的定位机构运动，使得定位机构传送至去肠工位

处；

[0010] 所述去肠工位处设有去肠机构，所述去肠机构的末端设置刀片，当承载有待处理

三文鱼的定位机构传送至相应的去肠工位时，所述去肠机构伸入所述待处理三文鱼的鱼

嘴，通过鱼嘴进入鱼腹，其末端的刀片旋转将鱼肠切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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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 通过所述切腹槽，将待处理三文鱼的鱼腹切开，以使待处理三文鱼的鱼肠从鱼腹

掉落。

[0012] 可选的，所述的去肠机构上还设有喷水通道，在完成待处理三文鱼的切腹后，向鱼

腹内喷水，实现对鱼腹清洗和加快鱼肠掉落。

[0013] 可选的，所述传送机构包括至少两个滚筒，在所述两个滚筒上设有传送带，通过驱

动至少一个滚筒转动，以带动所述传送带运动，所述定位机构设置于所述传动带上，所述定

位机构的切腹槽下方的传送带镂空。

[0014] 可选的，所述定位机构包括鱼槽机架、一对上隔板和一对下隔板，所述上隔板与相

应的下隔板位于同一侧，所述一对上隔板和一对下隔板均与鱼槽机架连接，所述的一对下

隔板下部之间形成所述的切腹槽，所述的一对下隔板分别与所述鱼槽机架的两侧铰接。

[0015] 可选的，所述上隔板上一一对应设有滑块，所述的鱼槽机架设有供滑块滑动的导

轨，滑块在导轨上可往复滑动，所述上隔板的外侧面与鱼槽机架之间设有弹簧。

[0016] 可选的，所述的下隔板的外侧面上设有磁性块，并设有与所述磁性块相配合的电

磁铁，通过对所述电磁铁通电，以吸合所述磁性块，从而带动下隔板向外运动。

[0017] 可选的，所述的鱼槽机架的两端分别设有端板，其中一端的端板开有供去肠机构

伸入的鱼嘴的开孔，并在所述开孔处安装有鱼嘴固定机构。

[0018] 可选的，所述去肠机构包括外管、外管齿轮、螺纹杆、螺纹杆齿轮和刀片，所述外管

齿轮固定于所述外管上，所述螺纹杆伸入所述外管内，所述刀片可收缩安装于所述螺纹杆

前部，在外管上设有供所述刀片伸出的刀槽，所述螺纹杆齿轮固定于所述螺纹杆上；所述外

管齿轮和螺纹杆齿轮均由相应的齿轮驱动。

[0019] 可选的，所述刀片上设有刀片凸起，所述的螺纹杆前端部设有平面螺纹槽，所述的

刀片凸起嵌入所述平面螺纹槽内，通过螺纹杆转动带动所述刀片伸缩。

[0020] 可选的，所述的外管前端连接有顶尖，所述顶尖与外管螺纹配合，所述顶尖的前端

设有出水孔，所述螺纹杆为中空，所述出水孔与所述螺纹杆的中空内腔连通，通过向螺纹杆

内注入水，从所述出水孔喷出。

[0021] 采用本发明，与现有技术相比，具有以下优点：本发明根据三文鱼的生理特点，将

陆续将多个三文鱼传送至去肠工位，将去肠机构通过鱼嘴伸入鱼腹，去肠装置末端伸出多

叶刀片，多叶刀片旋转，将鱼肠切断；随后剖腹刀将鱼腹剖开，在重力的作用下，内脏从鱼腹

中掉落；切断鱼肠时，一定压力的水可以从去肠装置喷入鱼腹，既可以清洗鱼腹，又可以促

进内脏从鱼腹顺利脱落。本发明实现了对三文鱼内脏的自动化清理，从而提高清理效率并

降低清理成本。

附图说明

[0022] 图1为三文鱼内脏清理装置的原理结构示意图；

[0023] 图2为定位机构传送至去肠工位时的状态示意图；

[0024] 图3为去肠机构的结构示意图；

[0025] 图4为刀片与螺纹杆的剖视图；

[0026] 图5为刀片与螺纹杆的俯视图；

[0027] 图6为顶尖与外管的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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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8] 图7为定位机构的结构示意图；

[0029] 图8为定位机构的仰视图；

[0030] 图9为图7的局部放大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1] 以下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优选实施例进行详细描述，但本发明并不仅仅限于这些

实施例。本发明涵盖任何在本发明的精神和范围上做的替代、修改、等效方法以及方案。

[0032] 为了使公众对本发明有彻底的了解，在以下本发明优选实施例中详细说明了具体

的细节，而对本领域技术人员来说没有这些细节的描述也可以完全理解本发明。

[0033] 在下列段落中参照附图以举例方式更具体地描述本发明。需说明的是，附图均采

用较为简化的形式且均使用非精准的比例，仅用以方便、明晰地辅助说明本发明实施例的

目的。

[0034] 三文鱼属于大型肉食鱼类，有锋利的牙齿，鱼肠与鱼嘴直接相连，便于吞食小鱼小

虾。鱼肠靠近鱼嘴部位很粗，直径大于2厘米，鱼肠很厚，韧性大，无法用手扯断，必须用锋利

的刀片或者剪刀将其割断。鱼肠末端很细，与排卵孔(雌鱼雄鱼均有)相连，轻轻拉扯，即可

扯离。人工养殖三文鱼与国外深海捕捞(野生)的三文鱼相比，内脏所占比重大(一斤左右)，

鱼肠及内脏外面包裹着厚厚的脂肪，占满整个鱼腹。将三文鱼腹部切开，割断靠近鱼嘴部位

的鱼肠后，在重力的作用下，全部内脏(包括鱼肠、肝脏、鱼漂、脂肪块等)  即可从鱼腹中滑

落。由于鱼肠末端与排卵孔相连部位很细，当内脏从鱼腹中掉落时，在重力的作用下，鱼肠

末端与排卵孔相连的部分就会自动断掉，使三文鱼的内脏全部从腹腔脱落，从而达到去除

内脏的目的。虽然如此，本发明同样适用于野生和人工养殖的三文鱼。

[0035] 本发明根据三文鱼的生理特点，其核心技术为：三文鱼排队到达去肠工位时，去肠

装置通过鱼嘴伸入鱼腹，去肠装置末端伸出多叶刀片，多叶刀片旋转，将鱼肠切断；随后剖

腹刀将鱼腹剖开，在重力的作用下，内脏从鱼腹中掉落。切断鱼肠时，一定压力的水可以从

去肠装置喷入鱼腹，既可以清洗鱼腹，又可以促进内脏从鱼腹顺利脱落。手工去肠时，必须

先剖腹，再切断靠近鱼嘴的肠子，最后将内脏全部清除；而本发明，在剖切三文鱼鱼腹之前，

采用特殊的工具，从鱼嘴伸入，先将鱼肠切断，从而实现快速清理三文鱼的自动化。

[0036] 如附图1所示，示意了三文鱼内脏清理装置的原理结构。本发明方法基于一种三文

鱼内脏清理装置，包括以下步骤：

[0037] 采用定位机构对待处理三文鱼进行定位，将所述定位机构设置于传送机构上，用

于承载和定位待处理三文鱼，其下部设有切腹槽；

[0038] 所述传送机构带动设置于其上的定位机构运动，使得定位机构传送至去肠工位

处；

[0039] 所述去肠工位处设有去肠机构，所述去肠机构的末端设置刀片，当承载有待处理

三文鱼的定位机构传送至相应的去肠工位时，所述去肠机构伸入所述待处理三文鱼的鱼

嘴，通过鱼嘴进入鱼腹，其末端的刀片旋转将鱼肠切断；

[0040] 通过所述切腹槽，将待处理三文鱼的鱼腹切开，以使待处理三文鱼的鱼肠从鱼腹

掉落。

[0041] 所述传送机构包括至少两个滚筒1，在所述两个滚筒1上设有传送带2，通过驱动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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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一个滚筒1转动，以带动所述传送带2运动，所述定位机构3设置于所述传动带2上，所述定

位机构的切腹槽下方的传送带镂空。

[0042] 滚轮1驱动传送带2移动至去肠工位，待处理的三文鱼背部朝上，腹部朝下，置于定

位机构3内并被挤紧，所述去肠机构4伸入鱼嘴后，刀片伸出并旋转，将鱼肠切断。

[0043] 如附图2所示，示意了定位机构传送至去肠工位时的状态。定位机构3到达去肠工

位后，去肠机构4沿轴线进给并通过定位机构3伸入鱼嘴，齿轮8旋转并带动齿轮4-5旋转，使

得刀片4-7旋出，随后，齿轮7与齿轮8同时旋转，并使得4-4螺纹杆与4-2外管保持相对静止，

即4-7与4-2保持相对静止。此时，伸出4-2的刀片旋转，将鱼肠割断。接着在摄像头6的辅助

下，切腹刀5动作，将三文鱼的腹部切开。电磁铁(简洁起见，未画出)  作用，带动磁性块3-8

向外移动，使得两块下隔板3-7向外侧运动，鱼肠在重力作用下掉落。

[0044] 如附图3所示，示意了去肠机构的结构。所述去肠机构包括外管4-2、外管齿轮4-3、

螺纹杆4-4、螺纹杆齿轮4-5和刀片4-7，所述外管齿轮4-3固定于所述外管4-2上，所述螺纹

杆4-4伸入所述外管4-2内，所述刀片4-7可收缩安装于所述螺纹杆4-4前部，在外管4-2上设

有供所述刀片4-7伸出的刀槽，所述螺纹杆齿轮4-5固定于所述螺纹杆4-4  上；所述外管齿

轮4-3和螺纹杆齿轮4-5均由相应的齿轮驱动。

[0045] 所述的外管4-2前端连接有顶尖4-1，所述顶尖4-1与外管4-2螺纹配合，所述顶尖 

4-1的前端设有出水孔，所述螺纹杆4-4为中空，所述出水孔与所述螺纹杆4-4的中空内腔连

通，通过向螺纹杆4-4内注入水，从所述出水孔喷出。

[0046] 如附图4和5所示，示意了刀片的结构。本实施例中以3叶刀片为例，所述刀片上设

有刀片凸起4-7-1，所述的螺纹杆4-4前端部设有平面螺纹槽4-4-1，所述的刀片凸起4-7-1 

嵌入所述平面螺纹槽4-4-1内，通过螺纹杆4-4转动带动所述刀片4-7伸缩。通孔4-4-2为注

水通道，活动接头4-6(与4-4活动连接)连接在螺纹杆4-4上并外接水管。其中刀片的机构原

理，与机床的三抓卡盘的原理相同。当螺纹杆4-4正反转时，刀片4-7伸出刀片缝隙4-1-2，或

者缩回到外管4-2里面。

[0047] 如附图6所示，示意了顶尖与外管的局部结构。顶尖4-1通过螺纹与外管4-2连接，

刀片4-7通过刀片凸起4-7-1嵌入螺纹槽4-4-1与螺纹杆4-4上相连接。刀片缝隙凸起  4-1-1

嵌入刀片槽4-7-3以确保刀片4-7沿着固定方向朝外管4-2上的刀片缝隙4-1-2向外移动(当

4-4反转时，刀片4-7向内移动)。

[0048] 如附图7、8和9所示，示意了定位机构的结构。所述定位机构包括鱼槽机架3-9、一

对上隔板3-4和一对下隔板3-7，所述上隔板3-4与相应的下隔板3-7位于同一侧，所述一对

上隔板3-4和一对下隔板3-7均与鱼槽机架3-9连接，所述的一对下隔板3-7下部之间形成所

述的切腹槽，所述的一对下隔板3-7分别与所述鱼槽机架3-9的两侧铰接。

[0049] 所述上隔板3-4上一一对应设有滑块3-3，所述的鱼槽机架3-9设有供滑块3-3滑动

的导轨3-2，滑块在导轨3-2上可往复滑动，所述上隔板3-4的外侧面与鱼槽机架3-9之间设

有弹簧3-1。

[0050] 所述的下隔板3-7的外侧面上设有磁性块3-8，并设有与所述磁性块3-8相配合的

电磁铁，通过对所述电磁铁通电，以吸合所述磁性块3-8，从而带动下隔板3-7向外运动。

[0051] 所述的鱼槽机架3-9的两端分别设有端板，其中一端的端板开有供去肠机构伸入

的鱼嘴的开孔，并在所述开孔处安装有鱼嘴固定机构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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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2] 在定位机构3中，滑块3-3固定在上隔板3-4上，滑块3-3在导轨3-2上可往复滑动，

导轨3-2固定在鱼槽基架3-9上。三文鱼放入时，上隔板3-4向两边撑开，待三文鱼位置固定

后，上隔板3-4在弹簧3-1回复力的作用下将三文鱼夹紧。随后摄像头6检测三文鱼排卵孔的

位置，切腹刀5沿着排卵孔的位置向鱼头方向移动，将三文鱼鱼腹切开，电磁铁通电(为了视

图清晰，图中未予以示意)，使磁性块3-8向两侧移动，带动两块下隔板3-7  (3-8装在3-7下

面)向外侧移动，三文鱼肠随之掉落。下隔板3-7与鱼槽基架3-9通过阻尼合页3-6连接在一

起(鱼肠脱落后，下隔板3-7在阻尼合页3-6的作用下复位)。鱼肠掉落之后通电磁铁断电，下

隔板3-7恢复原位。

[0053] 虽然以上将实施例分开说明和阐述，但涉及部分共通之技术，在本领域普通技术

人员看来，可以在实施例之间进行替换和整合，涉及其中一个实施例未明确记载的内容，则

可参考有记载的另一个实施例。

[0054] 以上仅就本发明较佳的实施例作了说明，但不能理解为是对权利要求的限制。本

发明不仅局限于以上实施例，其具体结构允许有变化。总之，凡在本发明独立权利要求的保

护范围内所作的各种变化均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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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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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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