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2011114717.0

(22)申请日 2020.10.19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12007942 A

(43)申请公布日 2020.12.01

(73)专利权人 四川北控聚慧物联网科技有限公

司

地址 610041 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佳灵路

53号3楼

(72)发明人 王飘　陈东辉　曾盈皓　刘堃　

许明　张倩　

(74)专利代理机构 成都九鼎天元知识产权代理

有限公司 51214

代理人 胡川

(51)Int.Cl.

B09B 3/00(2006.01)

(56)对比文件

CN 204958860 U,2016.01.13

CN 110980985 A,2020.04.10

WO 2007026032 A1,2007.03.08

CN 107651817 A,2018.02.02

CN 105753100 A,2016.07.13

CN 111233528 A,2020.06.05

CN 104893961 A,2015.09.09

CN 107603745 A,2018.01.19

CN 108822968 A,2018.11.16

审查员 尹琴

 

(54)发明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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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基于工业物联网的餐厨

垃圾处理自动化控制方法，该方法用于餐厨垃圾

的湿热提油系统，湿热提油系统包括用于暂存浆

料的暂存罐、对浆料进行非接触式蒸汽加热的蒸

煮机、对浆料进行非接触式蒸汽保温的夹套反应

机、为蒸煮机和夹套反应机供应蒸汽的锅炉以及

用于对浆料进行液相、固相、油相分离的三相离

心机。该方法通过采集并上传湿热提油系统各个

环节的参数，并利用各种参数对湿热提油系统各

个环节进行自动调节，实现湿热提油系统的动态

调节与稳定运转。本发明能够自动控制湿热提油

系统，使湿热提油系统稳定运转，保证提油量稳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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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基于工业物联网的餐厨垃圾处理自动化控制方法，用于餐厨垃圾的湿热提油系

统，所述湿热提油系统包括用于暂存浆料的暂存罐、对浆料进行非接触式蒸汽加热的蒸煮

机、对浆料进行非接触式蒸汽保温的夹套反应机、为蒸煮机和夹套反应机供应蒸汽的锅炉

以及用于对浆料进行液相、固相、油相分离的三相离心机，其特征在于，所述方法包括：

S1：采集并通过工业物联网上传锅炉的出口蒸汽温度T1，蒸煮机的物料温度T2、物料流

量F2、蒸汽流量F1，夹套反应机的液位L1、物料温度T3、进料量F3、蒸汽流量F4，三相离心机

的进料量F5、转速R1、出口高度H1、出油水杂率P1、进料含水率P2、固定体积容量V；

S2：根据物料流量F2与进料量F3采用临界比例度法计算第一Kp、Ti、Td值，计算物料温

度T2与预设温度的偏差值，将偏差值、第一Kp、Ti、Td值带入PID算法得到第一输出结果，根

据第一输出结果调节蒸汽流量F1，使得物料温度T2保持在预设温度；

S3：监测液位L1是否低于警戒液位，当液位L1低于警戒液位时，进行步骤S4，当液位L1

不低于警戒液位时，进行步骤S5；

S4：增加进料量F3，直至液位L1达到最大液位时，控制进料量F3保持稳定；

S5：根据液位L1采用临界比例度法计算第二Kp、Ti、Td值，计算物料温度T3与预设温度

的偏差值，将偏差值、第二Kp、Ti、Td值带入PID算法得到第二输出结果，根据第二输出结果

调节蒸汽流量F4，使得物料温度T3保持在预设温度；

S6：监测进料含水率P2是否小于第一警戒含水率，当进料含水率P2小于第一警戒含水

率时，进行步骤S7，当进料含水率P2不小于第一警戒含水率时，进行步骤S8；

S7：降低进料量F5，调高转速R1并降低出口高度H1，直至进料含水率P2处于第一警戒含

水率和第二警戒含水率之间时，停止调节转速R1和出口高度H1，其中，所述第二警戒含水率

大于第一警戒含水率；

S8：监测进料含水率P2是否大于第二警戒含水率，当进料含水率P2大于第二警戒含水

率时，进行步骤S9，当进料含水率P2不大于第二警戒含水率时，进行步骤S10；

S9：增加进料量F5，调低转速R1并调高出口高度H1，直至进料含水率P2处于第一警戒含

水率和第二警戒含水率之间时，停止调节转速R1和出口高度H1；

S10：监测当前时刻t(m)的出油水杂率P1是否大于预设水杂率，当出油水杂率P1大于预

设水杂率时，进行步骤S11，当进料含水率P2不大于预设水杂率时，进行步骤S12；

S11：调高出口高度H1，直至出油水杂率P1等于预设水杂率时，停止调节出口高度H1，并

将进料量F5、转速R1、出口高度H1存入数据库中，同时记录存入时间；

S12：调低出口高度H1，直至出油水杂率P1等于预设水杂率时，停止调节出口高度H1，并

将进料量F5、转速R1、出口高度H1存入数据库中，同时记录存入时间；

S13：根据进料量F5、固定体积容量V计算时间n，通过检索存入时间从数据库中读取时

间n之前的时刻t(m-n)的进料量F5、转速R1、出口高度H1，以时刻t(m-n)的进料量F5、转速

R1、出口高度H1为基准控制三相离心机。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餐厨垃圾处理自动化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预设温度为

75℃。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餐厨垃圾处理自动化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警戒液位为

最大液位的80%。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餐厨垃圾处理自动化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警戒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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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率为85%，第二警戒含水率为90%。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餐厨垃圾处理自动化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预设水杂率

为3%。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餐厨垃圾处理自动化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时间n的计

算公式为：V=F5*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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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工业物联网的餐厨垃圾处理自动化控制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餐厨垃圾处理技术领域，特别是涉及一种基于工业物联网的餐厨垃圾

处理自动化控制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餐厨垃圾处理行业发展前景可观。随着社会各界对于餐厨垃圾处理的重视

程度的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企业进入餐厨垃圾处理领域。

[0003] 现阶段企业主要采用物理分选法、粉碎直排法、填埋法、厌氧处理法、微生物处理

法等方法处理餐厨垃圾。但是在湿热提油环节，主要还是人工控制设备的各项开关，调节设

备的各种参数，因此存在人力成本居高不下，自动化程度低，提油量难以达到最佳稳定状态

等问题。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基于工业物联网的餐厨垃圾处理自动化控制方法，能

够自动控制湿热提油系统，使湿热提油系统稳定运转，保证提油量稳定。

[0005]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采用的一个技术方案是：提供一种基于工业物联网

的餐厨垃圾处理自动化控制方法，用于餐厨垃圾的湿热提油系统，所述湿热提油系统包括

用于暂存浆料的暂存罐、对浆料进行非接触式蒸汽加热的蒸煮机、对浆料进行非接触式蒸

汽保温的夹套反应机、为蒸煮机和夹套反应机供应蒸汽的锅炉以及用于对浆料进行液相、

固相、油相分离的三相离心机，所述方法包括：

[0006] S1：采集并通过工业物联网上传锅炉的出口蒸汽温度T1，蒸煮机的物料温度T2、物

料流量F2、蒸汽流量F1，夹套反应机的液位L1、物料温度T3、进料量F3、蒸汽流量F4，三相离

心机的进料量F5、转速R1、出口高度H1、出油水杂率P1、进料含水率P2、固定体积容量V；

[0007] S2：根据物料流量F2与进料量F3采用临界比例度法计算第一Kp、Ti、Td值，计算物

料温度T2与预设温度的偏差值，将偏差值、第一Kp、Ti、Td值带入PID算法得到第一输出结

果，根据第一输出结果调节蒸汽流量F1，使得物料温度T2保持在预设温度；

[0008] S3：监测液位L1是否低于警戒液位，当液位L1低于警戒液位时，进行步骤S4，当液

位L1不低于警戒液位时，进行步骤S5；

[0009] S4：增加进料量F3，直至液位L1达到最大液位时，控制进料量F3保持稳定；

[0010] S5：根据液位L1采用临界比例度法计算第二Kp、Ti、Td值，计算物料温度T3与预设

温度的偏差值，将偏差值、第二Kp、Ti、Td值带入PID算法得到第二输出结果，根据第二输出

结果调节蒸汽流量F4，使得物料温度T3保持在预设温度；

[0011] S6：监测进料含水率P2是否小于第一警戒含水率，当进料含水率P2小于第一警戒

含水率时，进行步骤S7，当进料含水率P2不小于第一警戒含水率时，进行步骤S8；

[0012] S7：降低进料量F5，调高转速R1并降低出口高度H1，直至进料含水率P2处于第一警

戒含水率和第二警戒含水率之间时，停止调节转速R1和出口高度H1，其中，所述第二警戒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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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率大于第一警戒含水率；

[0013] S8：监测进料含水率P2是否大于第二警戒含水率，当进料含水率P2大于第二警戒

含水率时，进行步骤S9，当进料含水率P2不大于第二警戒含水率时，进行步骤S10；

[0014] S9：增加进料量F5，调低转速R1并调高出口高度H1，直至进料含水率P2处于第一警

戒含水率和第二警戒含水率之间时，停止调节转速R1和出口高度H1；

[0015] S10：监测当前时刻t(m)的出油水杂率P1是否大于预设水杂率，当出油水杂率P1大

于预设水杂率时，进行步骤S11，当进料含水率P2不大于预设水杂率时，进行步骤S12；

[0016] S11：调高出口高度H1，直至出油水杂率P1等于预设水杂率时，停止调节出口高度

H1，并将进料量F5、转速R1、出口高度H1存入数据库中，同时记录存入时间；

[0017] S12：调低出口高度H1，直至出油水杂率P1等于预设水杂率时，停止调节出口高度

H1，并将进料量F5、转速R1、出口高度H1存入数据库中，同时记录存入时间；

[0018] S13：根据进料量F5、固定体积容量V计算时间n，通过检索存入时间从数据库中读

取时间n之前的时刻t(m-n)的进料量F5、转速R1、出口高度H1，以时刻t(m-n)的进料量F5、转

速R1、出口高度H1为基准控制三相离心机。

[0019] 优选的，所述预设温度为75℃。

[0020] 优选的，所述警戒液位为最大液位的80%。

[0021] 优选的，所述第一警戒含水率为85%，第二警戒含水率为90%。

[0022] 优选的，所述预设水杂率为3%。

[0023] 优选的，所述时间n的计算公式为：V=F5*n。

[0024] 区别于现有技术的情况，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0025] 1）实现自动化控制，减少人为因素导致的问题，降低人力成本；

[0026] 2）实现动态调节，使湿热提油系统稳定工作，达到最佳提油量，提高利润。

附图说明

[0027] 图1是本发明实施例的基于工业物联网的餐厨垃圾处理自动化控制方法的流程示

意图。

[0028] 图2是一种湿热提油系统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9] 下面将结合本发明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

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是本发明的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

本发明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

实施例，都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0030] 本发明的基于工业物联网的餐厨垃圾处理自动化控制方法主要用于餐厨垃圾的

湿热提油系统，湿热提油系统包括用于暂存浆料的暂存罐、对浆料进行非接触式蒸汽加热

的蒸煮机、对浆料进行非接触式蒸汽保温的夹套反应机、为蒸煮机和夹套反应机供应蒸汽

的锅炉以及用于对浆料进行液相、固相、油相分离的三相离心机。湿热提油系统如图2所示。

[0031] 参见图1，本实施例的基于工业物联网的餐厨垃圾处理自动化控制方法包括以下

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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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2] S1：采集并通过工业物联网上传锅炉的出口蒸汽温度T1，蒸煮机的物料温度T2、物

料流量F2、蒸汽流量F1，夹套反应机的液位L1、物料温度T3、进料量F3、蒸汽流量F4，三相离

心机的进料量F5、转速R1、出口高度H1、出油水杂率P1、进料含水率P2、固定体积容量V。

[0033] 其中，步骤S1中的数据可以在蒸煮机、夹套反应机、锅炉以及三相离心机上设置相

应的传感器来采集，例如设置温度传感器采集温度，设置流量计采集流量。这些传感器属于

工业物联网的一部分。

[0034] S2：根据物料流量F2与进料量F3采用临界比例度法计算第一Kp、Ti、Td值，计算物

料温度T2与预设温度的偏差值，将偏差值、第一Kp、Ti、Td值带入PID算法得到第一输出结

果，根据第一输出结果调节蒸汽流量F1，使得物料温度T2保持在预设温度。

[0035] 其中，临界比例度法（Ziegler-Nichols）是在纯比例作用下，逐渐增加增益至产生

等副震荡，根据临界增益和临界周期参数得出PID控制器参数，其过程如下：

[0036] (1)将纯比例控制器接入到系统中(设置控制器参数积分时间常数Ti=∞，实际微

分时间常数Td=0)。

[0037] (2)控制器比例增益Kp设置为最小，加入阶跃扰动(一般是改变控制器的给定值)，

监测被调量的阶跃响应曲线。

[0038] (3)由小到大改变比例增益Kp，直到闭环系统出现振荡。

[0039] (4)系统出现持续等幅振荡时，此时的增益为临界增益(Ku)，振荡周期(波峰间的

时间)为临界周期(Tu)。

[0040] (5)由下表得出PID控制器参数

[0041]

[0042] PID算法的计算公式如下：

[0043]

[0044] 其中，Kp为控制器的比例系数、Ti为控制器的积分时间常数、Td为控制器的微分时

间常数。

[0045] PID即：Proportional（比例）、Integral（积分）、Differential（微分）的缩写。PID

算法是结合比例、积分和微分三种环节于一体的控制算法，它是连续系统中技术最为成熟、

应用最为广泛的一种控制算法，适用于对被控对象模型了解不清楚的场合。PID控制的实质

就是根据输入的偏差值，按照比例、积分、微分的函数关系进行运算，运算结果用以控制输

出。

[0046] S3：监测液位L1是否低于警戒液位，当液位L1低于警戒液位时，进行步骤S4，当液

位L1不低于警戒液位时，进行步骤S5。

[0047] S4：增加进料量F3，直至液位L1达到最大液位时，控制进料量F3保持稳定。

[0048] 其中，可以在蒸煮机、夹套反应机、锅炉以及三相离心机上设置相应的调节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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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远程控制调节装置实现相应参数的调节，例如夹套反应机的进口安装电控阀门，通过

控制电控阀门的开度来增加进料量F3。进料量F3保持稳定后，继续进行步骤S5。

[0049] S5：根据液位L1采用临界比例度法计算第二Kp、Ti、Td值，计算物料温度T3与预设

温度的偏差值，将偏差值、第二Kp、Ti、Td值带入PID算法得到第二输出结果，根据第二输出

结果调节蒸汽流量F4，使得物料温度T3保持在预设温度。

[0050] S6：监测进料含水率P2是否小于第一警戒含水率，当进料含水率P2小于第一警戒

含水率时，进行步骤S7，当进料含水率P2不小于第一警戒含水率时，进行步骤S8。

[0051] S7：降低进料量F5，调高转速R1并降低出口高度H1，直至进料含水率P2处于第一警

戒含水率和第二警戒含水率之间时，停止调节转速R1和出口高度H1，其中，第二警戒含水率

大于第一警戒含水率。

[0052] 其中，停止调节转速R1和出口高度H1后，进行步骤S10。

[0053] S8：监测进料含水率P2是否大于第二警戒含水率，当进料含水率P2大于第二警戒

含水率时，进行步骤S9，当进料含水率P2不大于第二警戒含水率时，进行步骤S10。

[0054] S9：增加进料量F5，调低转速R1并调高出口高度H1，直至进料含水率P2处于第一警

戒含水率和第二警戒含水率之间时，停止调节转速R1和出口高度H1。

[0055] 其中，停止调节转速R1和出口高度H1后，进行步骤S10。

[0056] S10：监测当前时刻t(m)的出油水杂率P1是否大于预设水杂率，当出油水杂率P1大

于预设水杂率时，进行步骤S11，当进料含水率P2不大于预设水杂率时，进行步骤S12。

[0057] 其中，在经过步骤S1至S9一段时间后，开始进行步骤S10，即开始监测。当前时刻t

(m)为开始监测后的任意时刻。当前时刻t(m)的出油水杂率P1小于预设水杂率，则出油水杂

率P1处于相对稳定状态，当前时刻t(m)的出油水杂率P1不小于预设水杂率，则出油水杂率

P1处于不稳定状态

[0058] S11：调高出口高度H1，直至出油水杂率P1等于预设水杂率时，停止调节出口高度

H1，并将进料量F5、转速R1、出口高度H1存入数据库中，同时记录存入时间。

[0059] 其中，在出油水杂率P1等于预设水杂率后，进行步骤S13。

[0060] S12：调低出口高度H1，直至出油水杂率P1等于预设水杂率时，停止调节出口高度

H1，并将进料量F5、转速R1、出口高度H1存入数据库中，同时记录存入时间。

[0061] S13：根据进料量F5、固定体积容量V计算时间n，通过检索存入时间从数据库中读

取时间n之前的时刻t(m-n)的进料量F5、转速R1、出口高度H1，以时刻t(m-n)的进料量F5、转

速R1、出口高度H1为基准控制三相离心机。

[0062] 其中，找到时间n之前的时刻t(m-n)的进料量F5、转速R1、出口高度H1，以该时刻的

进料量F5、转速R1、出口高度H1为基准控制三相离心机，可以使湿热提油系统快速进入稳定

工作状态，保证提油量稳定。

[0063] 由于调节设备到出油水杂率P1发生变化需要经过一定时间，该时间与进料量F5、

固定体积容量V有关，在本实施例中，时间n的计算公式为：

[0064] V=F5*n。

[0065] 在一个实际应用中，预设温度为75℃，警戒液位为最大液位的80%，第一警戒含水

率为85%，第二警戒含水率为90%，预设水杂率为3%。转速R1的理想值为2800-3300转/分钟，

此值与进料量F5和进料含水率P2有关。出口高度H1和出油水杂率P1有关，出油水杂率P1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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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高度H1正向调节。保持出油水杂率P1在3%以下。

[0066] 通过上述方式，本发明实施例的基于工业物联网的餐厨垃圾处理自动化控制方法

通过采集并上传湿热提油系统各个环节的参数，并利用各种参数对湿热提油系统各个环节

进行自动能够调节，实现湿热提油系统的动态调节与稳定运转，从而能够自动控制湿热提

油系统，使湿热提油系统稳定运转，保证提油量稳定。

[0067] 以上所述，仅为本申请的具体实施方式，但本申请的保护范围并不局限于此，任何

熟悉本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在本申请揭露的技术范围内，可轻易想到变化或替换，都应涵

盖在本申请的保护范围之内。因此，本申请的保护范围应所述以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为准。

[0068] 需要说明的是，在本文中，诸如第一和第二等之类的关系术语仅仅用来将一个实

体或者操作与另一个实体或操作区分开来，而不一定要求或者暗示这些实体或操作之间存

在任何这种实际的关系或者顺序。而且，术语“包括”、“包含”或者其任何其他变体意在涵盖

非排他性的包含，从而使得包括一系列要素的过程、方法、物品或者设备不仅包括那些要

素，而且还包括没有明确列出的其他要素，或者是还包括为这种过程、方法、物品或者设备

所固有的要素。在没有更多限制的情况下，由语句“包括一个……”限定的要素，并不排除在

包括所述要素的过程、方法、物品或者设备中还存在另外的相同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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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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