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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工业控制领域，数据采集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内容．ＯＰＣ 标准作为一种新的数据采集方式相对于传

统的数据采集方式不仅减少了工作量，还增强了系统运行的安全性及稳定性．一般的 ＯＰＣ 服务器只为特定的

设备工作，ＯＰＣ 服务器的价格也让使用者望而却步．研究基于第三方开发的 ＯＰＣ 数据访问服务器，实现了从设

备采集数据，服务器内部模拟设备数据，以及从客户端由服务器向设备写入数据等基本 ＯＰＣ 数据访问服务器

的功能．该服务器以 ＣＯＭ 组件的方式提供服务，无显示界面，在注册完产品后，由客户端启动．能提供大量的标

签数量支持，足以完成大型工厂的设备数据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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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ＯＰＣ 是 Ｏｂｊｅｃｔ Ｌｉｎｋｉｎｇ ａｎｄ Ｅｍｂｅｄｄｉｎｇ（ＯＬＥ）
ｆｏｒ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Ｃｏｎｔｒｏｌ 的缩写，是一种现场数据源程

序，一般分为客服端和服务器端 ２ 部分．其在 Ｗｉｎ⁃
ｄｏｗｓ 应用程序与工业现场过程控制之间建立联

系，实现客户端与服务器间的数据传输与交换．
ＯＰＣ 在工业控制数据采集中极其重要．工业界出现

了众多的数据采集方案，其中常用的有驱动程序

法，动态数据交换法和 ＯＰＣ 方式．驱动程序法是针

对不同的设备，通过编写定制一对一的驱动程序和

接口程序的方法来进行数据采集．动态数据交换法

（ＤＤＥ）是 ＯＬＥ 技术的前身，是在微软的 Ｗｉｎ３２ 应

用程序接口（ＡＰＩ）上所开发的应用程序之间动态

地移动数据的一种方法；ＤＤＥ 协议在应用程序间

传送信息，使得应用程序共享数据和采用共享的内

存交换数据．采用驱动程序法和动态数据交换法等

方案，虽然达到了采集的目的，但是它们的实现的

过程需要花费大量的人力和财力，或存在一些限制

或较大的技术问题，所以都不是最佳方法．ＯＰＣ 技

术是为了一些已经存在的数据采集技术的的基础

上提出的一种解决方案，所以相对于其他技术

ＯＰＣ 技术存在得天独厚的优势．通过 ＯＰＣ 标准实

现的数据采集不仅减少了工作量，还增强了系统运

行的安全性及稳定性，并且得到了工业界的认可．

传统的 ＯＰＣ 中种类繁多的设备和接口需要频

繁的开发驱动程序法，应用软件的提供者需要花费

太多的资金用于开发和维护专用接口，这增加了用

户的负担，同时并没有解决不同系统的互操作性问

题．ＯＰＣ 算是工业监控软件的现场总线，每个硬件

供应商只需为其设备开发一个通用的数据接口

（即 ＯＰＣ Ｓｅｒｖｅｒ），供其它系统读写信息，客户应用

软件也可以通过 ＯＰＣ 规范的接口来读写硬件设备

的信息（作为 ＯＰＣ Ｃｌｉｅｎｔ） ．ＯＰＣ 标准不用考虑底层

的协议和接口，只需遵循 ＯＰＣ ｓｅｒｖｅｒ 协议，从而实

现了为过程控制和工厂自动化提供真正的即插即

用软件技术．通过 ＯＰＣ 标准实现的数据采集不仅

减少了工作量及资金和人力的开销，同时增强了系

统运行的安全性及稳定性．因此 ＯＰＣ 规范的使用

能够使 ＯＰＣ 技术能够得到更广泛的应用．
ＯＰＣ 规范包括数据访问服务器（ＤＡ）、历史数

据访问服务器（ＨＤＡ）、事件与报警服务器（Ａ ／ Ｅ）、
ＸＭＬ 数据访问服务器（ＸＭＬ ＤＡ）等一系列标准规

范．

１　 系统方案

１．１　 技术简介 　 ＣＯＭ 是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Ｏｂｊｅｃｔ Ｍｏｄｅ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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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缩写，是所有 ＯＬＥ 机制的基础．ＣＯＭ 是一种为了

实现与编程语言无关的对象而制定的标准，该标准

将 Ｗｉｎｄｏｗｓ 下的对象定义为独立单元，可不受应用

程序限制地访问这些单元．这种标准可以使 ２ 个应

用程序通过对象化接口通讯，而不需要知道对方是

如何创建的．动态链接库文件 ＤＬＬ，是一种不可执

行的二进制程序文件，它允许程序共享执行特殊任

务所必需的代码和其他资源．Ｗｉｎｄｏｗｓ 提供的 ＤＬＬ
文件中包含了允许基于 Ｗｉｎｄｏｗｓ 的程序在 Ｗｉｎ⁃
ｄｏｗｓ 环境下操作的许多函数和资源．

该服务器实现了 ＯＰＣ ＤＡ（Ｄａｔａ Ａｃｃｅｓｓ）服务

器，严格遵循了 ＯＰＣ 标准，该服务器以 ＣＯＭ 方式

实现，通过 ＤＬＬ 库提供服务器调用，在服务器内部

实现了通过 ６４５（多功能电能表通信协议 ＤＬ ／ Ｔ６４５
－２００７ ）协议通信的多功能电能表的数据采集．

本系统是基于第三方开发的 ＯＰＣ 数据访问服

务器，该服务器主要实现了从设备采集数据，以及

从客户端由服务器向设备写入数据等基本 ＯＰＣ 数

据访问服务器的功能．该服务器以 ＣＯＭ 组件的方

式提供服务，无显示界面，在注册完产品后，由客户

端启动．该服务器提供大量的标签数量支持，足以

完成大量设备数据采集．
１．２　 方案设计 　 本项目设计了一个由客户端启

动，用于终端设备数据采集，实时读取，模拟数据写

入的 ＯＰＣ ＤＡ 服器，运用了多种控制方法及通信协

议来实现上述功能．
和所有的 ＣＯＭ ／ ＤＣＯＭ 进程外服务器软件一

样，该 ＯＰＣ－ＤＡ 服务器也是使用 ＲｅｇＳｅｒｖｅｒ 和 Ｕｎ⁃
ｒｅｇＳｅｒｖｅｒ 注册和注销的．注册后，该服务器是一个

无窗口的 ｅｘｅ 程序，当有客户连接时，ＯＰＣ－ＤＡ 会

自动从后台启动．客户连接退出时会自动停止运

行．
该系统的数据采集是通过服务器串口程序向

终端的多功能电表发送命令，等待回复后，从回复

内容中解析出数据的方法来实现的，当成功获取数

据后，会将该数据写入服务器中的对应标签（该标

签就是对应的多功能电能表设备信息内容存储） ．
数据的写入是通过一个常驻内存（服务器运

行期间）的可写标签来模拟实现的，在客户端可以

指定该标签并且写入数据，在客户端下一次刷新标

签内容时，写入数据也会随之显示（如果是设备，
则该数据是写入设备当中的） ．系统框图如图 １．

图 １　 系统框图

Ｆｉｇ．１ Ｂｌｏｋ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ｓｙｓｔｅｍ

２　 设计与实现

２．１　 服务器框架 　 该服务器依靠 ＳＤＫ 的名为

ｏｐｃｓｖｒｓｄｋ．ｄｌｌ 的动态链接库，基于该 ＳＤＫ 的 ＯＰＣ
Ｓｅｒｖｅｒ 使用标准 ＯＰＣ 规范的代理 ／存根，因此需要

先安装 ＯＰＣ 基金会的标准发行基础包 ＯＰＣ Ｃｏｒｅ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 Ｒ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ａｂｌｅ （ｘ８６） １０５．１．在本文中，
动态库 ｏｐｃｓｖｒｓｄｋ．ｄｌｌ 中的内容用 Ｃ＋＋类做了一层

封装，该动态库主要为服务器提供初始化，添加标

签，用户数据写入及服务器运行接口，并与底层

ＯＰＣ 基础包接口通信．在服务器运行期间，该 ＤＬＬ
库中的资源被加载，所以服务器不在运行状态时，
必须释放 ＤＬＬ 资源．

初始化内容：用 ＧＵＩＤ 工具产生的 Ｒｅｇｉｓｔｒｙ
Ｆｏｒｍａｔ 格式的 Ｃｌａｓｓ ＩＤ、服务提供商名称、驱动名

称、服务器版本号及服务器描述符．初始化内容会

被写入注册表中，当 ＯＰＣ 客户端发起连接请求时，
根据注册信息，对应的服务就会自动运行．

一个标签代表了一个实际的物理设备，所以设

备具有相似数据结构，数据结构内部描述了设备的

具体内容，包括设备名称、设备文字描述、单位、数
据类型及设备可写标志．在初始化设备信息之后，
就可以依次把标签（设备）添加到服务器当中，通
过客户端可以查看到设备信息．在接入物理设备

时，用同样的数据结构保存设备数据．
该结构体中，ｕｎｗｒｉｔｅａｂｌｅ 标志为标签的可写标

志．在客户端向终端设备写入数据的时候，服务器

先通过标签名称来找到标签，然后再通过该标志来

识别是否可写． ｕｎｗｒｉｔｅａｂｌｅ 有 ２ 种状态，ＯＴＥＭ ＿
ＮＯＷＲＩＴＥ 为不可写，ＯＴＥＭ＿ＷＲＩＴＥ 为可写．
２．２　 启动线程　 在 Ｗｉｎｄｏｗｓ 编程中，我们可以通

过 ｐｒｏｃｅｓｓ．ｈ 文件中的＿ｂｅｇｉｎｔｈｒｅａｄ 来启动一个线

程，该函数如果执行成功，该线程所指向内容就会

执行，若失败，线程内容不能被执行且返回－１．系统

只允许该线程启动一次，所以在启动线程前后，会
用一个标志来标识该线程的启动状态，这样就可以

保证每次只会启动一个数据模拟线程．
２．３　 物理设备接入　 用 ＵＳＢ 转串口模块将多功能

电表与计算机（服务器）连接好以后，可以通过串

口助手来测试其连通性能．打开串口助手，配置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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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助手，通过示波器便能清楚地看到电路中有脉冲

发出．
ＯＰＣ－ＤＡ 服务器与多功能电表是通过 ６４５ 协

议来进行通信的，该协议定义了服务器的指令帧格

式及多功能电能表的应答帧格式．数据帧具有固定

格式，每帧数据由起始符、从站地址域、控制码、数
据域长度、数据域、信息纵向校验码、帧结束符 ７ 个

域组成．
使用上述的命令帧格式就可以进行服务器与

多功能电表之间的通信．如图 ２ 是用串口助手从多

功能电表检测到的数据．

　 　 图 ２　 用串口助手检测多功能电表的连接

　 　 Ｆｉｇ．２ Ｕ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ｅｒｉａｌ ｐｏｒｔ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ｔ ｔｏ ｔｅｓｔ ｔｈｅ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ｕｌｔｉ－ｆｕｎｎｃｔｉｏｎ ｐｏｗｅｒ ｍｅｔｅｒ

２．４　 写数据　 写入数据包括 ２ 方面的含义，其一

是从客户端通过服务器向终端设备写入，其二是从

设备读取到的数据写入到服务器中供客户端读取．
在测试服务器工作状态的时候，用了 ２ 部分数

据来源：①模拟数据（模拟客户端向服务器写的数

据），②设备数据，可以把这 ２ 种数据整合到 Ｔ＿
ＴＡＧＩＴＥＭＴＥＳＴ 结构体的变量，然后再通过 ＣＯｐｃ⁃
ＤａＳｖｒ 类来加载到服务器中．如图 ３ 为数据模拟流

程．

图 ３　 数据模拟流程

Ｆｉｇ．３ Ｔｈｅ ｄａｔａ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

２．５　 间隔控制 　 在初始化数据标签过程中，标签

类（ＣＭｙＴａｇｓ）的父类（ＣＤａｔａＣｌｓ）同时进行了事件

对象的一个初始化过程，该动作创建了一个匿名，
不能被继承，无信号，需要使用手工来将事件复原

到无信号状态的对象，该事件对象一般用于线程同

步，但此处，通过判断对象是否有信号来产生时间

间隔．
数据模拟线程被启动后，每隔 ２ ｓ 通过 Ｗａｉｔ⁃

ＦｏｒＳｉｎｇｌｅＯｂｊｅｃｔ 函数检测 １ 次该事件对象的信号状

态，如果为无信号，则模拟程序块被启动，新的数据

产生并被加载到 ＯＰＣ 服务器中．如果为有信号，则
说明服务器连接断开，这时该对象被设置为无信号

状态，并退出模拟循环．
２．６　 互斥访问 　 模拟数据产生过程，为了不让系

统处于等待状态，故开启了一个新的线程来产生数

据，由于涉及到多次读写同一对象中的内容，所以

在从模拟数据到数据发布到服务器的过程中，做好

数据同步与进程互斥访问是非常重要的工作．在系

统中，数据写入动作涉及到多个进程访问，故需要

设计临界区保护，以防止服务器处于不安全状态．
临界资源是指每次仅允许一个进程访问的资源．属
于临界资源的硬件有打印机、磁带机等，软件有消

息缓冲队列、变量、数组、缓冲区等．每个进程间应

采取互斥方式，实现对这种资源的共享．
每个进程中访问临界资源的那段代码称为临

界区．显然，若能保证诸进程互斥地进入自己的临

界区，便可实现进程对临界资源的互斥访问．为此，
每个进程在进入临界区之前，应先对将要访问的临

界资源进行检查，看它是否正被访问．如果此刻该

临界资源未被访问，进程便可进入临界区对该资源

进行访问，并设置它正被访问的标志；如果此刻该

临界资源正被某一个进程访问，则本进程不能进入

临界区．在每次向服务器中写入数据之前，都用

ＴＯＭ：：ＣＳａｆｅＬｏｃｋ ｌｏｃｋ（＆ｍ＿ｌｏｃｋ）来为系统添加临

界区锁，在数据添加完成之后，系统会自动释放该

临界区锁．

３　 系统测试与结果

在系统开发阶段完成后，要先安装服务器，然
后就可以用任何 ＯＰＣ－ＤＡ 客户端测试服务器．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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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器的安装方式如表 １ 所示．

表 １　 ＯＰＣ－ＤＡ 服务器的注册和卸载

Ｔａｂ．１ Ｔｈｅ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ｕｎｉｎｓｔａｌｌ ｏｆ ＯＰＣ－ＤＡ ｓｅｒｖｅｒ

注册 卸载

ｏｐｃｓｖｒｔｓｔ－ｒｅｇｓｅｒｖｅｒ ｏｐｃｓｖｒｔｓｔ －ｕｎｒｅｇｓｅｒｖｅｒ

ｏｐｃｓｖｒｔｓｔ－ｒｅｇ ｏｐｃｓｖｒｔｓｔ－ｕｎｒｅｇ

　 　 本次测试使用第三方用 Ｃ＃开发的 ＯＰＣ－ＤＡ
客户端软件测试，在 ＯＰＣ 菜单下选中链接服务器

命令，就可以查找到注册好的服务器．
该软件界面如图 ４ 所示．
客户端连接上服务器之后，就可以增加标签命

令查看该服务器所连接到的设备，如图 ５ 所示．在
ＲＯＯＴ 下的所有标签就是该服务器中的所有设备，

图 ４　 ＯＰＣ－ＤＡ 客户端软件界面

Ｆｉｇ．４ ＯＰＣ－ＤＡ ｃｌｉｅｎｔ ＵＩ

其中前 ９ 个是模拟设备，最后 １ 个为连接到的多功

能电能表．
选中标签后点击添加就可以把标签添加到客

户端的主界面中，通过观察，标签数据是实时更新

的．图 ６ 为正确获取数据的界面．
这 １０ 个测试标签中，名为 Ｗ０００８＿Ｆ６４ 的标签

是可写的，只要在客户端界面中的文本框中输入类

型为 ｄｏｕｂｌｅ 的数据，就可以写入标签中，当然，如
果是实际设备，数据就是写入设备中．在数据写入

后，通过下一次的数据更新，该数据就会被显示出

来．

４　 结　 论

本系统是基于第三方开发包开发的 ＯＰＣ 数据

访问服务器，该服务器主要实现了从设备采集数

据，服务器内部模拟设备数据，以及从客户端由服

务器向设备写入数据等基本 ＯＰＣ 数据访问服务器

图 ５　 ＯＰＣ－ＤＡ 客户端添加标签

Ｆｉｇ．５ ＯＰＣ－ＤＡ ｃｌｉｅｎｔ ａｎｄｄ Ｔａｇｓ
图 ６　 客户端正确获得数据

Ｆｉｇ．６ Ｃｌｉｅｎｔ ｇｅｔ ｔｈｅ ｄａｔａ ｃｏｒｒｅｃｔｌ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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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功能．该服务器以 ＣＯＭ 组件的方式提供服务，无
显示界面，在注册完产品后，由客户端启动．该服务

器提供大量的标签数量，足以完成大型工厂的设备

数据采集．
本设计的优点在于，服务器可以长期处于正常

的运行状态，并可对尽量多的数据进行采集，提供

了丰富的数据类型支持，同时也提供了系统的可信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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