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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组态软件的出现，普通工程师只需通过简单的组态配置，就可以搭建生

产监控系统。这种便捷的组态方式极大的降低了工作量，又具有很灵活的可扩充

性。这使得组态软件在工业自动化领域得到大规模的推广和使用。

　　而作为实施企业智能制造的核心系统⸺MES或生产管理调度系统，因为其

所面临的生产的复杂性，到目前为止，这类系统的开发，仍然普遍使用的是各种高

级语言的定制开发模式，这不仅对开发人员的技能要求很高、开发周期长、维护困

难，而且和现场控制系统没能做到实时对接，无法对生产过程做到实时追踪和有

效管理，这些问题一直困扰着系统集成商和最终用户。

　　亚控科技根据自己多年来在自动化市场上积累的丰富的组态和实时数据采

集经验，历时六年，累计投资近亿元，成功研发出了专门应用于MES或生产管理调

度系统的全组态的管控一体化平KingFusion3.5，彻底解决了MES或生产管理调

度领域一直没有可组态平台的困扰！并首次成功将控制的思想引入到生产管理系

统的建设中。

　　KingFusion3.5基于组态的理念及开放的思想，研发出了面向普通工程师或

生产管理业务人员可使用的自然描述语言⸺元语言、用于存储生产过程中所有

‘事’和‘物’数据的时空数据库以及可将生产业务抽象为具体的工程模型的建模

技术。工程师可以利用以上技术，轻松帮助企业高效、低成本地实现产线监控和生

产管理的完美结合，打通企业内部纵向和横向各系统层级间的数据流，构建了一

个基于企业过程数据和业务数据的管控一体化平台。

KingFusion 3.5管控一体化全组态平台



KingFusion 3.5主要在以下４个方面做了优化和改善

　　2. 软件互联互通性更好

　　KingFusion3.5能够很便捷的通过简单配置将现场的过程数据引入到生产

管理系统中，同时，可以将管理系统中高级排产后的作业计划下达到产线侧，实

现产线侧数据和中心数据的上传下达。软件不仅能无缝的接入本公司的其他产

品 KingSCADA、 KingView、 KingIOSERVER，又能方便的接入第三方监控软件。

全面实现和生产现场各种生产数据的对接，并能感知生产现场各种关键设备的

过程数据，实现设备的故障预警和生产的可持续。

　　1. 高级排产系统组态更容易

　　高级排产系统是MES系统的核心。传统的APS系统独立于生产监控系统，基

于行业生产经验进行排程，想获取精确的计划，需要录入的数据很多，而且针对

不同的行业、不同的管理模式和不同的工艺，算法的排程操作很复杂。要么难用，

要么不能用。在这个个性化时代，排产系统也一定是个性定制化，如果想易用、高

效、随需而变，只能组态来完成。Kingfusion3.5基于元语言技术，计划员不用去

学习复杂的软件交互，简易组态即可，其优点是面向模型的算法设计，当排程的

优化目标或约束规则改变时，只需要修改或增加模型、实例化对象即可。

　　3. 客户端可视化组态方案更丰富

　　KingFusion3.5提供C/S客户端和B/S客户端。客户端既支持静态画面的开

发，又支持动态创建图形对象的功能，既能满足一般性画面组态需求，又能满足

生产企业中经常变化的动态需求。软件自带一些基础图形模型，包括图表、控件、

曲线等，又支持OCX控件，EChart图表即拖即用，通过组态的方式，完成精美的画

面设计。用户通过电脑、平板、手机等多种设备可以查看和操作生产管理系统。



　　４. 后台计算APP高效可视化

　　典型的信息化项目中，经常会涉及大量的计算，从简单的日统计、月统计，到对数据的分析和挖掘，再到

计划排产，都需要对各类数据库中的数据进行计算、加工。这需要用户能够方便的编写各类计算逻辑，稳定

可靠的存储编写且已经调试通过的计算逻辑，在计算逻辑达到一定规模时，还需要能够对于这些计算逻辑

进行方便的组织、管理和部署。

　　KingFusion3.52后台服务APP（微服务APP）组态开发和运维平台完美解决了典型信息化项目计算中的

问题。通过可视化的计算逻辑开发环境，使用高复用的计算逻辑编写方式，基于微服务架构的服务治理体

系，涵盖了服务注册与发现、日志采集、运行状态和性能信息收集、服务熔断等机制，提升了计算APP的易用

性，以及运行过程的可靠性和稳定性。



模型理念：

　　克隆羊多莉的诞生启发我们：一切事物的特性都取决于基因。与之相通，软件系统的开发核心是找到决

定系统的“基因”----也就是‘模型’。

KingFusion 3.5 三大技术突破

生产进度计划

质量标准设定

节能降耗计划

安全防护计划

设备管理计划

绩效指标制定

生产产品追溯

工艺质量追踪

能耗统计分析

安全改进分析

设备OEE分析

绩效考核分析

计划/进度、产品、

质量等统计数据

设备、工艺参数、

人员值班、能源

消耗等过程数据

生产进度追踪

工艺质量管控

能耗实时追踪

安全防护检测

设备状态监测

绩效指标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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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ngFusion3.5

业务层

设备层

　　亚控科技通过多年从事组态软件产品的设计研发和应用实践，早在2008年已总结出来一套监控模型

完全可以描述企业的生产监控系统，已广泛应用于很多项目现场。但在信息化领域至今还没有一款真正的

可组态产品，通过多年的项目积累和产品设计验证，我们发现管理信息系统也可以抽象成模型加以表达， 

KingFusion3.5平台就基于模型理念实现了 MES系统功能。



元语言技术：

　　KingFusion产品之所以能做到轻松地随需而变，还得益于为其配套研发的元语言技术。这是一种时空

自然语言，可以对时空数库中的数据进行处理。元语言主要以时空对象函数的方式存在，在计算引擎中采用

异步处理和同步处理并存的机制，高效、可靠地完成各种数据处理。用户只需要掌握最基本的c语言语法规

则，在对数据访问时，只需要通过时间、空间和模型三者来查询、修改或删除数据。之所以称之为自然语言，

是因为我们在数据建模和实例化的时候都是面向实际生产业务，查询某个班组（时间）某个车间（空间）下某

个生产事件（数据），都是业务用户所熟悉的内容，具有简单、易学、易用的特点。

时空数据库：

　　现实世界中的任何客观对象，都具有时间和空间的唯一性。 KingFusion产品正是根据客观对象的时空

唯一性这一特性，开发了时空数据库。时空数据库包含定义库和运行库，通过定义库和运行库分别存储开发

的对象定义数据和系统的运行数据。

　　利用时空数据库构建的生产管理系统是一套闭环的系统，通过计划的制定、实时追踪到历史追溯，是将

一套控制思想引入到企业的生产管理，帮助企业管理者做到计划真正落地，掌控实时生产情况，对比分析历

史做出更加科学、准确的决策。

时空数据库

模型 对象

定义库

运行库

计划库 实时库

模型库 工程库

历史库

25%



毋需借助其他工具：

　　一般的信息化项目实现思路是高级语言定制开发，项目需求变更困难，随着系统的扩充，性能越来越

差，运行期间还需要专门程序员维护系统。

KusionFusion产品基本模型概念

软件基础功能库+行业业务模型库

汽车零部件厂（压缩机、车桥、轮毂）
质量追溯、设备OEE、生产管理、物
料盘点、防呆防错等

面向离散和流程行业MES解决方案

汽车 半导体
制药

军工
烟草

其他

整车厂（冲压、焊装、涂装、总装）

KingFusion 3.5 特性介绍

　　KingFusion3.5平台可以根据行业业务需求，建立各种数据模型、计算模型，并通过对模型版本的控制

来满足业务的变更需求。在模型阶段完成脚本逻辑，在工程阶段用户只需要实例化自己的业务对象。这些工

作只需要一套KingFusion3.5软件就可以完成，毋需借助其他工具。



毋需专业的高级程序员：

　　企业高薪聘请专业程序员进行生产管理系统的日常维护是不可取的。

　　KingFusion3.5平台的元语言是面向非程序员设计的语法规则，可以让懂得工艺和管理的人员在短时

间内掌握。我们的计算模型被编译成二进制机器码，执行效率与C语言相当。

　　信息化项目多采用面向对象的工程开发方法，但随着工程规模的不断增大，需要大量的程序来处理对

象间的逻辑关系，开发难度和工作量成几何数增加。

　　KingFusion3.5平台首先根据业务进行建模，在模型阶段处理模型和模型之间的关系。在工程阶段，只

需要实例化相关对象，不需要处理对象之前的逻辑，随着工程规模增大，工作量没有显著增加。



模型化组态，随需而变：

　　MES系统的每一个业务模块都是由一组模型来实现。这组模型主要由实时、历史和计划数据模型以及

数据计算模型构成。在生产管理过程中，业务需求的变化是正常的，用户只需新增或者修改相应的模型即可。

　　模型修改以后，要选择这些模型要扩展变更到哪些数据和计算对象上，用户可以在线不停机情况下以

对象为单位进行对象更新。

服务端变更，自动部署
客户端变更文件部署

计划下发

信息上报

工序监控
工序管控

工序管控

物料配送信息

成品出货信息

　　更新后的这些对象有的被部署在中心，有的部署在生产现场。此时的系统就可以按照修改后的功能进

行中心生产管理和现场实时管控。



可封装性：

KingFusion3.5产品全面推出可组态的图形开发环境，并全面实现基于图形模型的组态方式:

　　　　图形模型的自动扩散和高复用性，大幅减少工程开发周期，提高开发效率；

　　　　图形模型和后台数据模型完美对接，全面支持绘制静态图形和按需构建动态图形；

　　　　全面的基本图素和丰富的图表控件，如趋势曲线、报表控件、棒图、XY曲线、精灵图、EChart图表 

　　　　等 ，方便开发出美观高效的图形界面系统；

　　　　自然融合各种视频和音频系统；

　　　　具有良好的开放性，支持接入关系库、工业库等第三方数据；

　　　　可将图形模型封装成模块，以实现行业化的快速复用。



ERP SCM

管控融合

　　当前市场上的MES平台，一部分是从ERP向下开发，擅长上层业务管理，下达生产计划，但不擅长将现场

的生产与控制系统对接在一起。基本处于开环或半开环状态，通常要依赖人工上报或定期录入的方式获取

生产自动化现场信息。计划下达和实际生产线的生产情况偏差较大。

　　另一些MES系统，可以采集现场的实时数据，但实施MES和产线自动化系统不是一家产品，产线自动化

层一般不考虑防错逻辑，MES软件就需要承担这些计算责任。当现场工位很多，生产节拍很快时，MES变成

一个庞大的系统，计算负荷非常重，效率差，经常出现卡死甚至死机，无法满足生产线快节拍的要求。

　　KingFusion与亚控公司自身的KingView、KingSCADA及KingIOServer结合，可将系统防错放到这些

产品上，降低KingFusion系统的负荷，便于数据的传输和下发。KF通过可视化的后台计算APP，进行高性能

的运算逻辑。不仅完成MES系统的防错，也实现了系统的互补、融合，真正实现计划指导生产、生产反馈计划

的管控一体化。

KingFusion3.5

WMS系统PLM系统

销售订单
基础数据

产品定义
工艺参数
工艺路线

生产计划

库存信息

物料需求
齐套检查

生产计划
物料需求计划
设备使用计划
人员配置计划
订单进度/质量
统计/成本统计

生产进度
设备效率
生产绩效

主生产计划
作业计划
维修计划

控制指令
工艺参数

工单进度
生产运行数据
质量运行数据
设备运行数据
物流运行数据

产线智能终端系统
（数据采集与监控、人机交互）

MES系统

APS+ALS系统



集中开发，分布运行：

　　KingFusion3.5平台组件包含客户端、后台服务、计算引擎和采集引擎。

　　客户端：以可组态、高效的模型复用、绚丽的画面、智能诊断、无扰动冗余技术帮助企业搭建智能信息

化平台，全面支持C/S和B/S的终端展示需求；

　　后台服务包括模型库、工程库、计划库、历史库和实时库；

　　模型库：可以根据行业业务特性，设计行业解决方案所用到的时间模型、空间模型、数据模型和计算

模型，以备工程库使用；

　　工程库：导入模型库中解决方案相关模型，进行工程对象实例化包括空间对象、数据对象和计算对象；

　　计划库/实时库/历史库：提供相关数据对象的存储和查询服务；

MES服务端

展示端

现场端

车间现场1 车间现场2 车间现场3

采集引擎

计划库

计算机引擎...n

实时库 历史库

车间现场4

FusionView FusionWebView

KingFusionIDE

KingSCADA KingView KingIOSever OtherApplication

采集引擎 采集引擎

模
型
库

工
程
库

客
户
端
工
程



全面实现跨平台：

　　一般的软件想要支持不同的操作系统，往往要开发多个软件版本，软件需求变更之后每个版本都要

做修改。

　　KingFusion3.5后台服务器是由最基本的C++语言开发，一套代码，可以在不同的系统（Windows、

Linux、Unix等）下用不同编译器编译均可运行。只需要维护这一套代码版本，就能够满足客户的不同

需求。

　　KingFusion3.5的图形客户端提供基于C/S和B/S的完整解决方案，全面支持在PC和各种移动端等不

同平台下运行展示和操作。

　　计算引擎：实现对企业后台数据灵活、高效地加工处理，根据项目规格，可以部署多个；

　　采集引擎：可以便捷、可靠地实现与生产现场的自动化系统及数据采集系统进行数据交互，全面参与

对现场的生产活动的实时管理和控制。

　　KingFusion3.5平台是在模型库建模确定数据存储方式与数据处理逻辑，在工程库完成生产业务对

象的实例化，最终这些对象会被自动部署到各个库节点和计算节点加以运行。

B/S客户端

服务层

C/S客户端



大规模，高性能，高可靠性：

１．KingFusion3.5具备大规模、高性能

２．支持N+1 冗余，无扰动切换

３．强大的数据处理能力和接入能力

KingFusion3.5

冗余

数据交互

大规模

数据处理

N+1冗余无忧动切换

异步事件驱动机制和同步处理并

存，超高效率、超强可靠性的数

据处理能力

百万级现场数据接入

10万模型   100万对象

B/S客户端5000个    

C/S客户端1000个



高安全性：

１．完善的权限保护

　　KingFusion3.5产品根据现实生活中人们对钥匙和锁的一套管理应用模式，创建了一套逻辑严密、功

能完备的安全体系，用于实现MES系统从开发到运行各个环节的安全保护。无论多复杂的权限系统都能

用 KingFusion3.5平台组态实现。

　　系统管理员根据人员角色的不同，分配相应的操作权限，确保系统的安全性。不同的业务人员分别负

责相应的业务模型，各司其职，根据生产需要对模型进行升级维护。

２．审计追溯

　　对系统资源状况、用户行为进行记录并加密处理，并对记录进行了加密防篡改处理。时空数据库里的

数据记录可以查询，并进行审计追溯。

３．网络安全

　　入侵检测，只有通过身份验证的合法客户端才能进入系统。平台采用网络传输加密，密文传输，防止

报文破译。



　　提供C/S和B/S客户端。客户端支持静态画面的开发、动态创建图形对象，满足生产企业中经常变化

的动态需求。通过组态的方式，完成精美的画面设计，可通过电脑、平板、手机等多种设备，查看和操作生

产管控系统。

KingFusion 3.5客户端特性



KingFusion 3.5系列解决方案产品

能源管理系统软件　　　　　　　　　　　　　　　　　　　　　　　　
（Electronic Industry Energy Management System）　　　　　　　　　　　　　　　　　　　　　　　KingEMS　　

离散行业设备管理系统　　　　　　　　　　　　　　　　　　　　　　
(Discrete Industry Equipment Management System)　　　　　　　　　　　　　　　　　　　　　　  KingDEquipMSys 

纺织生产设备运维管理系统　　　　　　　　　　　　　　　　　　　　
（Textile Industry Equipment 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Management System）　　　　　　　　　   KingTOMS

煤矿安全生产管理系统　　　　　　　　　　　　　　　　　　　　　　
(Coal Mining Industry Safety Production Management System)　　　　　　　　　　　　　　　　　   KingCoalMES

化工行业计划管理系统　　　　　　　　　　　　　　　　　　　　　　
(Chemical Industry Planning Management System)　　　　　　　　　　　　　　　　　　　　　　    KingCIPMS

智慧水务平台 　　　　　　　　　　　　　　　　　　　　　　　　　　
(KingWater)　　　　　　　　　　　　　　　　　　　　　　　　　　　　　　　　　　　　　　　　   KingWater

水厂生产管理系统　　　　　　　　　　　　　　　　　　　　　　　　 
(Water Plant Manufacturing Execution System)　　　　　　　　　　　　　　　　　　　　　　　　   KingWaterMES

水厂能效管理系统　　　　　　　　　　　　　　　　　　　　　　　　 
(Water Plant Energy Management System)                                                                                                                        KingWaterEMS

漏损控制DMA分区计量系统　　　　　　　　　　　　　　　　　　　　 
(Water District Metering Area Management System)                                                                                                      KingWaterDMA

水量调度系统　　　　　　　　　　　　　　　　　　　　　　　　　　 
（Water Dispatching Management System）　　　　　　　　　　　　　　　　　　　　　　　　　　    KingWDMS

燃气负荷预测系统　　　　　　　　　　　　　　　　　　　　　　　　 
（Gas Load Forecasting System）                                                                                                                                              KingGasLFS

供热能耗管理系统　　　　　　　　　　　　　　　　　　　　　　　　 
（Heating Industry Energy Consumption Management System）　　　　　　　　　　　　　　　　　   KingHeatingECM



KingFusion 3.5成功案例

轻工

圣山印染MES项目

航民印染MES项目

富士康能源管理项目

某电子行业FMS项目

贵州黄果树金叶MES项目

杭州沈氏节能股份有限公司MES项目

TFT-LCD玻璃后工程段MES项目

锂电材料智能工厂生产信息化项目

丽昆楼MES系统

南京岸宝SCADA系统

线缆制造行业MES系统

陕西生益高新一厂覆铜板MES系统 

PCB行业生产制造行业EMCS系统

厦门宏发开关有限公司数据采集SCADA系统

电子元器件行业生产管控一体化APS、MES及SCADA系统

定制家具行业智能工厂生产管控一体化APS、MES及SCADA系统

重工

杭州鑫凯传动厂级MES项目

某军工火箭弹工厂车间MES项目

某工业园区能源预测项目

比亚迪汽车空调工厂车间MES项目

五菱汽车工业带轮工厂车间MES项目

五菱汽车工业车桥厂厂级APS、MES项目

南方阀门MES系统

盾构施工管理与智能决策支持系统



能源

四通煤矿安全生产信息化管理系统

袁大滩煤矿综合自动化系统

某煤炭集团移动化系统

化工

化工行业安全生产运营综合管理系统

化工行业煤化工能源管控系统

市政

甘肃会宁北部供水信息化项目

安徽临泉县农饮信息化项目

云南普洱市城区智慧水务项目

云南滇池水务能耗监测管理平台项目

某水库灌区自动化监控与调度系统项目

金风环保集团污水运营管理平台

智慧水务行业漏损控制与DMA分区管理平台

智慧水务行业DMA分区计量系统

水利调度行业引水工程管理调度系统

智慧供热行业供热调度管理系统

济南热力集团鲁恒节能调度管理系统

山东水发能源有限公司信息化供热调度管理系统

北京市南水北调配套工程郭公庄生产运行管理系统



微信公众平台：
关注“亚控科技”官方微信平台

国际领先的智能制造软件平台供应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