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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食品工业是人类的生命产业，是一个最古老而又永恒不衰的常青产业。随着全球

经济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世界食品工业取得长足发展。

调味品和食品配料在食品行业发展浪潮中，伴随着市场需求的快速增长，行业总

产值年均递增，销售收入快速增长。然而随着市场竞争加剧，原材料价格、能源价格上

涨、人力成本的增加、食品安全问题频发，食品标准及环境要求的日益严苛，使调味品

企业的竞争更加激烈、利润空间不断缩小、生产经营更为困难。

如何优化生产组织和管理方式、降低原料消耗、减少人力消耗从而降低生产成

本，提高产量；加强生产过程监控，严格食品监测、严格安全管理，保证食品安全；降

低能源消耗，挖掘节能潜力、降低污染物排放；提高设备稳定性、降低设备维护成本和

故障率，都是当前调味品与配料企业必须面临和解决的问题。

三博调味品与食品配料行业自动化和信息化解决方案是基于多年对于调味品行业

的深入了解和挖掘，通过先进的控制设备、控制技术、控制理念、完善的信息化集成技

术解决食品行业生产过程控制与管理的整体解决方案，能够应对企业生产中存在的各方

面问题，包括：生产操作、生产效率、产品产量、产品质量、产品安全、设备效率、节

能减排、生产成本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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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简介

北京三博中自科技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三博中自）是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

所下属高科技公司，位于北京中关村高新

技术园区海淀园内。作为中国科学院自动

化所参股的高新技术企业，三博中自从成

立开始一直是中关村科技园区和海淀区的

高新技术企业。近年来，公司被评为“中

关村百家创新型试点企业”、“中关村优

秀留学人员企业”、中关村科技园区“瞪

羚企业”、“中关村最具发展潜力十佳企

业”，荣获商务部“计算机服务与软件行

业重点推荐优秀企业”、首届“节能中国贡献奖”等称号，同时成为首批重新认定的国家高新技

术企业之一。

三博中自瞄准国家能源、环保战略需求，以“节能降耗、资源优化”为发展战略，长期致力

于对工业领域具有重要应用前景的自动化、信息化理论与方法进行研究、开发和工程应用，为企

业提供节能降耗控制、企业资源优化、智能分析决策以及相应系统集成的解决方案、科技产品和

技术服务 —— 用高新技术改造和提升传统产业，达到为企业节能减排、资源优化的目的。

三博中自汇集了大批具有丰富理论研究和工程实践经验的科技精英，现有员工180余人，其

中正高级研究人员8人、副高级研究人员25人、中级研究人员100多人。三博中自拥有技术实力雄

厚的研发中心以及设备较为齐全的实验室和产品测试环境，并拥有硕、博士研究生导师7人，是中

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控制理论和控制工程”、“计算机应用”两个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博士

研究生培养点，几年来，为国家培养了近百名科技人才。

近些年来，三博中自承担并完成的国家级重点项目（包括科技攻关、863、发改委重大专

项）有30多项，并多次获得国家级、中科院级及省部级科学技术进步奖项，同时还承担完成企

业委托工程开发项目500多项，其中包括20多项海外工程，得到了合作企业和同行的高度评价

和一致认可。公司还拥有80余项包括商标、专利、软件著作权等知识产权。公司于2001年通过

ISO9001:2000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在技术研发、产品生产、测试和工程实施等各方面严格遵循质

量管理体系的要求，保证各方面工作的质量要求。2010年公司又顺利通过了质量、环境和职业健

康安全三大管理体系认证。

三博中自秉承“客户至上、技术至精、质量至高、服务至优”的质量方针，愿以先进的技

术、优质的产品和最完善的服务满足用户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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酱油典型工艺

酱油是我国传统调味品，主要由大豆、淀粉、小麦、食盐经过制油、发酵等程序酿制而成的。

酱油的成分比较复杂，除食盐的成分外，还有多种氨基酸、糖类、有机酸、色素及香料等成分。以咸

味为主，亦有鲜味、香味等。

由于地域、时期不同，国内外酱油生产的工艺不尽相同。在我国典型的酿制工艺有固态低盐发

酵法、高盐稀态发酵法和固稀发酵法，当前大都采用固稀发酵法。

不同工艺下，酱油生产的工序大致相同，即：

原料处理。豆、麦等按一定配比润水、蒸煮，以达到原料蛋白质和淀粉变性； z

制曲：将蒸熟的原料接入种曲，在合适的温度、湿度、通风条件下培养； z

发酵：将制好的曲加入一定比例、浓度的盐水，发酵至成熟酱醅； z

抽、浸或压取酱油，将成熟的酱醅或酱醪加入盐水，浸取或压取酱油； z

消毒配兑：酱油经过灭菌消毒，再经配兑形成符合专业标准的酱油。 z

调味品行业典型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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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醋典型工艺

醋是用各种酵后产生的酸味调味。

食醋一般分为酿造食醋、配制食醋。酿造

食醋按照发酵工艺可分为两类：固态发酵

食醋、液态发酵食醋；按照原料又分为：

粮谷醋、酒精醋、糖醋、酒醋、果醋等。

酿醋主要使用大米或高梁为原料，

经过适当的发酵可使含有碳水化合物

（糖、淀粉）的液体转化成酒精和二氧化

碳，酒精再受某种细菌的作用与空气中氧

结合即生成醋酸和水。

不同食醋生产工艺大致流程类似，

区别在于原料、曲种、配兑辅料等不同。

大致都包括：原料处理、曲料制作、发酵

（酿造类）、醋醅处理（压榨、过滤）、

配兑、过滤/加热/澄清、包装。

蚝油典型工艺

蚝油是常用的传统的鲜味调料，以蚝汁为原料，配以

母料和其他辅料，经煮熟取汁浓缩，加辅料精制而成。蚝

油特点包括：富含20多种氨基酸和维生素，体态浓稠、颜

色深棕红色、光亮圆滑增进人的食欲。近年来随着经济的

发展、商品的流通，逐渐由沿海传到内地、由海内传到海

外，广为食用，市场规模逐年扩大。

调味品行业典型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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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味品行业典型工艺

调味品配料典型工艺

调味品配料指的是公认的、安全的可食用物质，指用于生产制备某种食品生产过程中的半成

品。将一个或多个食品配料，以及适当的少量的食品添加剂组合加工，最终得到食品成品。调味品配

料主要包括：单体调味品香精香料系列、复合调味品系列、食品添加剂。

调味品配料在用于加工食品时用量相对比较大，一般在3%以上。调味品配料的发展，能够带动

整个食品产业（包括调味品、食品添加剂产业等）的共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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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味品行业一体化方案

基于自动化人为中国传统产业整体自动化提升，助行业赶超

国际水平的使命，北京三博中自科技有限公司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

在调味品与食品配料行业研发生产过程控制与生产信息管理产品，

通过多年调味品行业的深入钻研、实践与积累，开发了三博调味品

与食品配料自动化信息化综合系统，包括：生产自动控制系统、企

业生产管理系统。

网络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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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味品行业一体化方案

自动控制系统

调味品与食品配料生产自动控制系统采用先进主流控制设备、监控软件，采用多种总线方

式（Profibus、Profinet、FF等）集成各种监测仪表、终端设备，并可与所有主流控制设备互联；上

位机采用工业PC、HMI触摸屏作为交互界面，根据企业的生产规模，提供多种可选的组合配置，

满足不同企业需求。

系统功能：

企业内生产环节全流程监控； z

“一键式”生产工艺流程控制、工艺与参数人工与自适应调整； z

详细的监测、设备报警提示与记录； z

详细、真实的运行参数归档及工艺曲线分析； z

灵活、便捷的集中控制、就地控制、手自动切换等； z

生产自动控制系统升级改造。 z

生产管理系统

调味品与食品配料生产管理系统通过信息化方式提升、改善企业生产质量管理方式和效

率。通过集成生产过程物料信息、操作信息、质检数据、设备信息，加强产品质量的追溯适用

性，保证产品安全；通过物料、配方、指标的管理，提高产品转换和收得率，提高产品质量；

降低设备故障率、提高设备利用效率，降低设备维护成本；挖掘节能潜力、降低污染物排放，

降低企业生产成本，提高企业效益。

系统主要由四大模块构成：生产管理系统、质量管理系统、能源优化集成系统、生产设备

管理系统。

系统功能：

实现厂内所有控制系统集成，实现全部生产控制过程画面的集中监控调度； z

实现生产操作的自动报工、人工审核与调整； z

建立虚拟工厂生产模型，包括：物料模型、产品模型、设备模型、工艺模型； z

直观、形象方式实现生产全流程物料流流向、耗量、批次跟踪； z

集成化验仪器、设备、系统，实现生产过程质检数据的自动获取； z

基于工厂模型，实现产品质量追溯、质量预警与分析，确保产品质量与安全； z

企业内各类能源（水电气汽灯）的采集、集中监控、能耗统计、分析与管理； z

实现关键生产设备运行实时监控、状态监测、能效分析； z

为各级管理人员按需求定制管理面板，实现管理人员的一站式操作和管理； z

企业内各类能源（水电气汽灯）的采集、集中监控、能耗统计、分析与管理； z

实现关键生产设备运行实时监控、状态监测、能效分析； z

为各级管理人员按需求定制管理面板，实现管理人员的一站式操作和管理。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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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味品行业自动化方案

酱油生产控制系统

系统包括溶盐、溶油、压榨、调盐、半成品上罐、出罐等近30个工艺流程。生产过程涉及到十

几个种类的三十多个罐的出料和入料流程、同种物料罐的先进先出进出顺序与自动切换、生产线CIP

清洗、各个系统之间的通讯等。帮助用户建立世界领先的高度自动化酱油生产线，较同行业半手工生

产模式节约了大量的人力资源，显著提高生产效率，降低企业成本，使产品质量稳定可靠。

酱油发酵罐区监控系统

酱油发酵罐区系统包括：发酵温度监控、发酵操作远程无线监控。

监控 z 500多罐的生产过程；

无线远程监控发酵操作； z

就地 z RFID手持机执行发酵操作；

提高发酵罐区监控效率，降低误操作、漏操作，提高生产效 z

率，保证产品质量和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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酱油制曲控制系统

系统包括：制曲、松曲、出曲等6个工艺流程的品温、湿度、风量参数控制； z

生产过程包含制曲车间、制曲工艺，制曲的品温、品湿、风量调节，不同品种、季节、处理量 z

下的工艺流程调整和切换等工艺；

制曲过程自动化生产，提高产品产量，品温控制稳定，湿度满足要求； z

通过变频调整送风，多季节、多品种、不同操作量下的自动流程控制，提高了工艺精度、生产 z

效率；

曲醪稳定，为工艺提升和改变曲醪品质提供了条件。 z

酱油种曲控制系统

酱油种曲控制系统：种曲从原料到成品种曲预处理、接种、培养、蒸煮、冷却、除湿干燥等6个 z

工艺流程；

种曲培养过程中主要控制量是温度、压力和湿度。根据现场设备和工艺要求，设计不同控制方 z

案。温度采用冷热水循环和变频风机调速共同控制；湿度控制加入工艺人员经验知识，进行分

时控制；

种曲制备过程自动控制、各流程平稳过渡、参数自动调节、温度控制精度为±1℃，压力控制精 z

度为±0.002MPa，并形成自动生产报表。

调味品行业自动化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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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味品行业自动化方案

食醋发酵生产控制系统

系统包括：菌株制曲、酒精发酵、醋酸发酵工艺环节； z

醋发酵罐液位控制、温度恒温控制、自动配料管理、总酸自动检测管理； z

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在线总酸监测仪全程监控产品生产，取得国内醋行业的突破； z

发酵各个环节的温度时间及罐中液位自动控制，改变传统酒醪生产随季节温度变化 z

易产生的不稳定性。采用冷却系统调节室温和发酵温度，酒醪常年生产质量稳定。

产品稳定，并逐步提升产出率，比手工操作提高5-10%。

蚝油生产控制系统

系统包括：蚝油原料进罐、化料、称量、投料、蒸煮、脱泡等数十个工艺流程； z

蚝油生产过程自动控制包括收料控制、化料控制、蒸煮脱泡控制； z

不同线、不同蚝油配方的流程可随意选择； z

蚝油产量提升20—59%。 z

在线总酸滴定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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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配料控制系统

系统包括：暂存库称重、配料称重、混料搅拌等多个 z

工序；

硬件包括控制器、触摸屏、称量秤体、扫描枪、打印 z

机等；

实现了暂存称重精确计量、配料称重精确计量、远程 z

称重数据查看，配料过程监控，并形成称重数据生产

报表，提高了配方精确和生产效率。

控制系统升级改造

控制系统升级改造服务。食品企业老旧生产线采用国

外成套生产设备，所用控制系统多采用德国西门子S5、TI系

列PLC控制系统。由于西门子S5、TI系列产品已全面停产，

导致备品备件供应周期长，保障性差，甚至有些部件根本无

法买到。此外，进口设备维护成本高、维护人员不能及时的

到达现场解决问题都极大的影响了稳定生产和生产成本。出

于稳定生产、减少维护、降低成本等考虑，将S5系统升级到

S7系统。

服务内容：原有S5、TI系统全面升级为S7系统，现场

操作设备更换为目前主流设备，原有设备改造后长周期安全

运行。北京三博中自科技有限公司目前为西门子S5、TI系统

国内唯一服务商。提供升级改造、培训、原有系统维护、备

品备件供货等业务。

调味品行业自动化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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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味品行业信息化方案

酱油发酵罐区管理系统

发酵罐区管理系统面向发酵行业设计、开发，用于提升发酵罐区、罐群、晒场、晒池区域生产过程

的管理水平，实现发酵过程数字化、信息化的重要技术，为发酵罐区提供了从基础控制到生产管理的整体

解决方案。

系统功能：

信息系统自动跟踪发酵状态，自动提示生产操作任务，形成派工单； z

采用无线通讯技术传递电子工单，将每日工单直接下达到现场触摸屏，并通过无线自动反馈现场操作 z

信息； 

采用RFID技术保证现场操作的正确性，防止生产误操作； z

大量发酵操作信息、温度数据提供详细的报表统计趋势分析； z

误操作降低95%，发酵率提高5%左右。 z

 

酱油综合生产管理系统

酱油综合生产管理系统面向酱油发酵及相关企业设计、开发的，涵盖发酵相关前后续工序，发酵过

程的生产计划、化验、物料、质量、指标等生产管理系统。涵盖：原料预处理、种曲、制曲、发酵、溶

盐、压榨、配兑、培养液制备等工序的生产管理。

系统功能：

建立了企业级生产管理系统网络和平台，通过实时数据平台 z MFIAS实现与厂内所有控制系统的开放互

联，通过数据库ODBC接口实现了与ERP、LIMS的通讯，真正实现了企业数据的共享；

以发酵为核心，建立了工厂数字模型，包括：物料模型、产品模型、计量模型、设备模型，通过信息 z

系统描述发酵生产线，包括：订单、操作、质检、物耗、能耗、配方等信息；

实现生产订单计划从 z ERP自动获取、分解与反馈；，

实现发酵过程精细化生产管理，提高生产灵活性、及时性和效率；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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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物料批次，实现产品生产过程物料跟踪功能，产品质量批次前向查询，反向追溯，保证产品 z

质量、食品安全；

将系统内各种数据进行分析展示，为工艺和技术的改进提供辅助分析工具。 z

配料生产管理系统

配料生产管理系统面向配料行业设计开发，融合了称重设备、条码设备（枪、打印机）、报警设备、

信息系统于一体，提供从设备安装、硬件集成、信息系统集成于一体的控制与管理的综合解决方案。

系统特点：

集成厂内各称重终端及分散称重子系统，实现厂内系统数据集成； z

灵活维护厂内物料和配方数据； z

自动统计各生产环节称重数据，形成自动报表； z

实现库存的出入库记录、自动盘库、预警、详细的库存分析，保证库存合理有效； z

将生产任务单下达到现场，指导现场称重操作，并记录相应的报警信息； z

系统将原料、批号、订单、任务单、称重数据、操作信息进行集成，实现批次查询和追溯，保证 z

产品质量安全； 

集成厂内各独立称重系统，涵盖了配料生产的各环节管理，形成厂内统一集中的管理平台，效率 z

提升20%。

调味品行业信息化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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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博工程实力和优势

丰富的工程经验

三博中自从1989年开始使用SIEMENS产品和技术，在食品行业拥有多年经验，在解决食品

企业生产过程自动控制、优化及生产管理信息系统方面有很多独特技术优势：2008-2013年，成

功在海天（高明）调味食品有限公司酱油、蚝油多个产品多个工序成功实施了生产过程控制系

统及部分信息管理系统，并在业内其他企业得到了大力推广。此外，我司对SIEMENS早期产品S5

系列、TI系列产品也都较为熟悉，这为使用这些产品的生产线成功改造和升级提供有力保障（特

别是对整套进口的，工艺并不是很清楚的生产线更为关键）。到目前为止，已经成功为使用

SIEMENS老产品用户进行了几十套的控制系统改造和升级。

先进的控制技术

三博中自有很强的解决工厂实际复杂控制问题的能力和经验，结合工程，已经开发出了多

种先进控制技术和产品。除完成一般的工程项目外，特别擅长针对具体行业难控对象的先进控

制算法设计与实施，已经在发酵自动控制、生产流程自动控制系统等中成功实施了先进控制和

优化控制算法，控制效果良好，获得用户好评。

优秀的工程团队

三博中自的工程实施队伍，全部为本科以上学历，具有丰富的系统设计、编程、组态及投

运的工程经验，主要承接企业控制和管理工程项目，提供从项目方案的设计、系统集成、机柜

制作及配线、控制系统及信息管理系统上下位机程序设计、组态、培训、调试、出厂验收及现

场投运等全系列的工程服务。

严格的项目管理

我们工程实施的宗旨是：将每一个工程项目都当成样板工程来做，推行“零”服务理念。

为了实现“零”服务，一方面对每个项目全生命周期进行严格的管理以保证工程质量。在系统

投运前，必须要进行系统软件调试、机柜布线检查、出厂验收测试和现场验收测试；另一方面

重点培训企业技术人员熟练掌握项目所使用的软硬件系统，使用户具有较强的自我维护能力。

项目执行严格遵循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有规范的项目实施流程和高规格的项目文档。

为企业创造价值

我们希望通过工程项目的实施，用高新技术改造和提升传统产业，为企业追求更高效益做

出贡献。欢迎各企业与我们联系，共同解决企业生产和管理中遇到的各种难题，实现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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