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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RS485总线的互锁联动系统网络化通信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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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提出了一种基于 RS485总线, 以软件方式实现并适合于分布式监控的网络通信方法, 实现
了互锁联动门禁系统的网络化通信, 并结合多线程机制以提高监控软件的实时性. 实践表明这种
方案是有效实用的, 能够满足分布式监控中的网络通信和实时性要求, 并具有较高的性价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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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new ne tw ork communicatio n m ethod based on RS485 bus is proposed and realized by w ay of so ft
w are, w hich is su itable for distributed system. M u ltithread techno lo gy is adopted to im prove the rea l- tim e of the
m on ito ring and contro lm anagem ent system. It is proved through practices that th is schem e is effective and pract-i
ca l to m eet distributed system netw ork comm unication and real - tim e requ irem ents, w ith a h ig h perform ance
pr ic e ratio.
K ey w ord s: entrance guard system; interlock; RS485 bus; d istributed m on itor ing

0引 言
防尾随联动互锁安全门, 也称互锁联动门, 是智能门禁系统产品之一, 通常应用于银行等金融部门, 安
全性要求高. 主要功能是实现当任一门处于开启状态, 绝对禁止其他门的开启, 具有自动防尾随跟入功能.
一般互锁联动门禁系统中, 有两道门, 即外门和内门, 可以使用点对点方式实现, 而 RS485硬件操作简单,
便于单片机编程, 是很好的选择. 随着社会的发展, 不少用户需求安装四道门, 并增加主控计算机, 监控电
子门锁的状态, 实时与各门锁进行通信, 实现分散控制, 集中管理分布式监控. 为了满足用户需求, 不少产
品采用 IP协议设备实现网络化通信, 但成本高, 价格昂贵. 也有产品在 RS485的基础上增加分布式模块
( 如 ICP - CON7000系列产品 )实现信道共享. 但这将增加成本, 也不便于门锁的封装与集成. 鉴于此, 在
RS485点对点通信基础上, 利用软件方式实现 RS485网络, 进而实现分布式监控, 在门禁系统以及工业控
制领域, 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

1电子门锁硬件组成
电子门锁硬件系统由单片机、F lash存储器、I/O 设备、通信模块和机电设备等组成. 电子门锁硬件系
统组成如图 1所示.
收稿日期: 2007- 09- 15. 基金项目: 昆明市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资助项目 (项目编号: CJ2004013).
第一作者简介: 刘明 ( 1973- ), 男, 工程师. 主要研究方向: 计算机网络、软件工程.
E - ma i:l kg lium ing@ gm a i.l com

昆明理工大学学报 ( 理工版 )

48

第 33卷

其中, FLASH 存储器用于存 储开门记录及
各种报警事件, 而单片机 ( 图 1所示 M CU 中央处
理器 )程序存储在单片机内部存储器中. 通信模
块采用全双工 RS485 芯片 ( 如 SP491等 ), 接到
RS485通信总线.

2 RS485网络通信实现
在互锁联动分布式系统中, 主控制计算机需
要与不同位置的门锁下位机 (门锁单片机 ) 通信,
下位机控制相应门锁, 一旦状态方式变化, 下位
机将向主控计算机发 送信号; 同时, 主控计算机
也要向下位 机发 送操作 命令, 下位 机处理 完成
后, 将处理结果回传主控计算机; 而下位机之间
也会发送互锁命令. 也就是说, 形成了多个门锁下位机分散在不同位置监控门锁, 而由主控计算机集中管
理的分布式监控模式. 在分布式监控中, 要求主控计算机与下位机, 以及下位机之间建立实时、
稳定的网络
通信. 用于分布式监控的网络通信不同于通用的计算机网络

[ 1]

, 主要特点有: 1) 通信数据量小; 2) 实时性

要求较高.
2. 1通信方案概述
电子门锁和主控机连接在同一 RS485通信线路上, 共享信道而组成
RS485网络, 如图 2所示. 具体连接方法可参见相关全双工 RS485芯片的
使用手册.
这种共享信道的通信方式在互锁联动门禁系统的通信中, 需要解决
两个主要的问题:
1) 如主控计算机向内门发出数据, 数据一经发出, 将出现在整个信道
上, 外门、
后门也会同时收到数据. 下位机之间发送数据时也存在这一问
题. 通信过程中就要明确数据的发送者和接收者, 需要对主控计算机与门
锁进行编址.
2) 如果内门下位机向主控计算机发送数据, 外门下位机也在向主控计算机发送数据, 电气信号将相
互干扰, 而导致主控计算机无法接收到正确的数据. 因此, 通信过程中要进行防冲突处理.
为解决上述主要问题, 需要在下位机和主控计算机中以程序方式实现一致的基于 RS485 的通信协
议, 进而实现了 RS485网络通信. 通信协议参考以太网技术中的帧封装技术和信道共享技术, 适当改进.
主要包括: 1) 帧格式; 2) 信道共享; 3)差错检查与出错重发. 也就是说, 实现了一种软件方式的 RS485网络
通信.
2. 2帧格式设计
在 RS485点对点通信中, 一般采用 RS485直接字符方式编程. 其优点就在于没有额外的封装信息开
销, 通信数据量会相对减少. RS485直接字符方式比较适合于简单点对点的通信, 而不适合于信道共享方
式的复杂通信数据的处理. 因此, 有必要在 RS485字符方式的基础上进行封装, 将数据封装为帧. 这样在
系统中, 帧就成为最基本的数据通信单位. 帧格式设计中关键点是地址码和校验码的设计, 地址分为广播
地址和节点地址 ( 广播地址用于主控计算机向门锁发送如 紧急封门 等广播命令 ) . 帧格式的设计对通信
效率也有很大的影响, 应结合实际, 按照易于解析和提
高通信效率的原则设计. 本着这一原则, 我们将帧分为
数据帧、
命令帧、测试帧和应答帧四种帧格式. 命令帧
格式如图 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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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帧格式与此类似, 这里就不一一列举. 其中, 数据帧长度可变, 而其它帧长度固定而短小. 这样便
于帧解析和验证, 并能减少通信量, 提高效率. 采用帧方式, 虽然带来一定的额外封装信息开销, 但对复杂
通信来说, 程序容易控制. 帧不仅是数据通信的基本单位, 也就是数据通信程序的基本数据结构. 帧的封装
与解析是通信程序最基本的功能.
2. 3信道共享协议的实现
在这种信道共享协议中, 下位机与主控计算机之间是对等的而并非一种主从关系, 主控计算机与下位
机, 以及下位机之间都可以直接通信. 因此, 下位机与主控计算机必须实现一致的通信协议, 而在协议的设
计上, 应考虑单片机的实现, 要做到简单而有效.
2. 3. 1 信道共享协议流程
信道共享的基本思想就是要保证在发送数
[ 1]
据时, 信道是空 闲的, 进而 保证正常的通 信 .
按照这一基本思想并结合实际, 简化流程, 采用
控制发送端为主, 进而实现信道共享的方法. 也
就是共享协议主要在发送端 实现, 而 接收端只
进行验证和应答. 发送端协议主要流程如图 4所
示. 在通信时监听信道, 如果信道忙, 就一直监
听下去. 信道空闲则发送数据, 并利用差错检查
算法, 检查有无差错.
在实现上, 主控计算机 采用 W indow s平台
的多线程机制. 通信程 序由通信线程 和帧处理
线程两个线程组成, 这 样软件系统具 有较高的
并发能力. 主控计算机 通信线程就是 实现该协
议. 在单片机中, 主要是利用通信中断和时钟中
断机制实现通信协议, 其流程和主控 计算机通
信线程大致一样.
2. 3. 2 二进制指数退避算法

[ 2]

的实现

如果两节点同时 发送一帧, 发送前将 因无
法检测信道信号化而发生冲突, 而发生差错. 若
选择相同延时, 那么将导致第二次冲突, 进而会导致一连串的冲突. 两个或两个以上节点同时发送在节点
少的情况下, 虽然几率并不高, 但给整个系统带来了不稳定的隐患. 因此, 在冲突后, 延时 t 就应该随机变
[ 4]

[ 2]

化. 有一种方法 , 就是根 据信号电 平法 的 原理, 设计一硬 件电路来 检测冲突. 这种 方法, 对半双工
RS485通信可以提高冲突检查的效率, 但无法实现冲突后的随机延时, 而没能消除这种隐患. 这里, 采用软
件方式实现随机退避. 在二进制指数退避算法基础上简化运算, 退避时间 t 的计算公式为: t= R

A

i

2.

R 为随机整数, 单片机及主控计算机取时间为随机因子, 系统根据可能的通信节点数, 最大随机数设
i

为 5. i为冲突次数, A 是时间计算单位. 一旦发生冲突, t 就取 0~ ( 2 - 1) 5之间的一个随机整数乘以 A.
关于 A 的取值, 应取最大延迟. 根据系统设定的 RS485波特率和线路长度, 可估算出平均一帧数据绕总线
循环一周的时间作为 A 的取值 (系统中 A 取值为 10m s). 这样, 一旦冲突发生, 不同通信节点的延时 t就被
分散为离散的时槽 A, 尽可能的避免了再次冲突.
2. 3. 3 信道检测方法
检测信道采用两种方式: 信号电平法和测试帧自测法. 信号电平法就是检测 RS485通信线路上有无
信号 (状态 ) 变化, 以判断信道上是否有其它节点在通信. 测试帧自测法, 就是通信时, 利用全双工机制, 先
发一测试帧, 同时接收该测试帧. 将发送的测试帧和接受到的测试帧进行比较, 如果一致, 表明信道上没有
冲突, 而不必如参考文献 [ 4] 的半双工方式需自行设计硬件电路提高冲突检测的效率. 信号电平法用于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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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机, 而测试帧自测法可用于主控计算机 ( 主控计算机操作系统或软件开发平台不一定会提供支持信号
电平法的编程接口, 这种情况下, 可以使用测试帧自测法 ). 测试帧自测法需要通信系统具有容错机制, 即
差错检查和重发. 因为在发送测试帧时可能会破坏其它节点之间的通信.
2. 3. 4 双重差错检查机制与出错重发
差错检查与出错重发是为了保证通信的可靠性. 差错检查也可利用 RS485全双工通信机制, 在发送
[ 2]

数据时, 同时接收并比对收发数据是否一致, 如果不一致, 表明出错而重发, 这种方法也叫自发自收法 ,
为提高可靠性, 还可采用应答帧方式. 接收端利用 CRC校验码验证接收帧, 如果正确, 则接收, 并向发送端
发送应答帧, 否则不予响应. 发送端收到应答帧, 则进入下一帧的发送, 若在一定时间 ( 取 4A, 即 40 m s)内
没收到应答帧, 则认为出错而进入差错处理流程而重复该帧. 应答帧带来了延时, 但提高了可靠性. 发送命
令和状态的命令帧只需一帧就完成操作, 而可靠性要求高, 采用两种方式相结合, 实现 双重保险 , 以确
保可靠性; 开门记录等数据要多个数据帧才能完成, 只采用自发自收的验证方式, 以提高效率为目的.
冲突与差错采用相同的方法处理, 简化了流程, 便于单片机实现, 但出错帧导致了不必要的退避延时.
不过, 这种延时是可以接受的

[ 3]

.

3测试与应用
用示波器测试, 系统设定波特率为 38 400 bps, 线缆长度 200 m, 帧长为 13字节 ( 命令帧 ) , 传输一帧数
据平均时间一般在 3 84 m s. 考虑有应答帧和处理数据的延时, 信道共享协议退避算法中 A 的取值设为 10
m s. 由于通信节点相对较少 (一般在 5个左右 ) , 发生冲突的几率小, 经测试, 若发生冲突, 也只需一次退避
就可避免再次冲突, 很少出现两次退避. 大量模拟冲突的压力测试表明, 在最坏情况下, 成功发送一命令帧
的最大延时在 160 m s左右. 这种延时对互锁联动门禁系统的实时性和相关技术要求

[ 3]

来说, 是完全可以

接受的.
帧封装带来额外开销, 但稳定性增强. 门锁 F lash存储开门记录 ( 包括开门人、
开门时间以及报警等信
息 ) 最大容量为 4 000条, 主控计算机提取 4 000条开门记录一次读取成功率为 99% (如 2 3 4所述, 数据
帧为提高传输速率, 未采用应答帧方式进行差错检查, 因外部干扰可能出错而使主控计算机不能读到正确
的数据而终止读取 ), 平均读取时间近 2 5m in, 比过去直接字符方式的点对点通信成功率高, 而使得平均
读取时间提高了近 1m in.
实时性方面, 监控软件在多线程机制的基础上实现通信协议, 当用户在使用系统分析开门记录和自动
生产考勤表等耗时较多的运算功能的同时, 也能及时听到开门提示音和报警提示音等, 而没有滞后, 在较
大程度上提高了监控软件系统的实时性.
这种软件方式实现的 RS485网络的最大优势还在于可以根据用户需求, 适当修改和调整通信程序即
可方便地加入相关监控设备. 另外, 为满足用户需求, 主控计算机可以接入因特网, 向远程实时发布门锁状
态; 同时, 可接收用户远程命令, 将用户监控命令转发各门锁, 实现远程监控.

4结束语
本文提出的这种通信方案, 利用软件方式解决了 RS485通信的局限, 实现了 RS485网络, 适合于互锁
联动和常规工业控制等通信数据量小而传输速率要求不高的系统. 应用实践证明, 采用这种通信方案, 提
高了互锁联动系统的稳定性与实时性, 系统的可扩展性好, 性价比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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