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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 ASP技术与 COM 技术出发 ,针对 MCU 远程控制应用的多层分布体系结构特点及应用要求 , 详细

论述了如何进行组件线程类型选择 、接口设计 、物理定位开发与实现具有特定功能的 COM 组件并如何在

ASP 应用中创建和执行 ,以实现远程控制 MCU功能 。论述了在设计与实现 COM 组件过程中 ,其安全性与作

用域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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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 ,在开发功能强大 、性能优良的网络应用

过程中 ,应用系统的体系结构成为其设计的关键环

节。它决定了应用系统的各个部分如何进行交互 ,

同时也决定了每个部分实现的功能。分布式体系

利用多台机器的资源及多进程空间 ,把应用程序分

成更易管理的任务组 ,这些任务组能在各种不同的

结构下进行部署[ 1] 。而 ASP 技术使得建立更大 、

更具有扩展功能的分布式网络应用变得简单。所

有ASP 内置的对象都是 COM 对象 ,当用到这些对

象时 ,就调用了 COM 对象的方法和属性。

因此 ,以分布式体系结构 ,结合 ASP 与 COM

技术实现基于 Internet的应用是当前系统设计的

最佳选择。以此方法可以实现具有扩展功能的 、

交互式的 、基于 Internet的应用 ,使其具有高性能

与多用户 ,便于系统重复使用 、扩充和管理。

1　原理分析

分布式应用程序最初分为客户端/服务器两

层应用程序。但随着业务的复杂化与相关性的加

强 ,三层和 N 层应用程序随之出现 。三层和 N

层应用组件是其关键技术 ,每层的组件都执行一

个特定类型的处理。三层应用程序包含用户服务

(表现)层 、业务服务层和数据服务层 ,组件使用公

共接口封装。三层结构和传统的二层客户端/服

务器结构的主要区别就是在三层体系内 ,业务逻

辑从用户界面和数据源中分离出来 。把应用程序

划分成独立的层或部分 ,能减小整个应用程序的

复杂性 ,一个层的改动对其他层影响最小 ,并且使

应用程序能够跟得上业务发展的需要。

COM 是一种组件开发技术 , 即组件对象模

型(component object model),它实际上是二进制

层上兼容的软件开发方法的规范 。COM 定义了

组件互操作性的标准 ,即组件相互之间交互的能

力[ 2] 。组件不需要用指定的语言编写 ,只需指定

组件之间及其与操作系统之间如何通信 。这就意

味着 ,为COM 编写的组件可以重复使用 ,因此 ,

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不同编程语言 、应用环境

之间的差别[ 3] ,它为各层服务于不同环境的多层

分布式应用提供了实现方法。

而ASP(Act iveX server page)技术是三层分

布式体系结构的典型应用 ,其体系结构如图 1所

示。它直接建立于Web服务器中 ,并且作为Web

服务器的一个应用服务器运行 ,支持多用户 、多线

程 ,允许创建能被各种浏览器使用的服务器端应

用程序 。对于客户 ,只能看到可被各种浏览器识

别的标准 HTML ,并且根据不同的客户需求 ,它

能动态生成。这在过去需要编写复杂的 CGI 程

序 ,而 ASP 应用简化了此过程 ,使创建三层分布

式网络应用成为举手之劳
[ 4]
。

同时 ,ASP 可以承载许多 COM 对象。由于

COM对象的环境无关性 ,其使用非常简单 ,不需

要任何特殊的语法就可以在代码中直接调用。

可以说 ,没有COM , ASP就不会这么容易扩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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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ASP 应用体系结构

Fig.1　The Sy stem Structure of ASP Application

使用也不会如此简单 ,或许它根本不会存在。

ASP 技术充分应用了软件复用技术 、分布式

应用构造技术 ,使各个应用功能模块化 ,完全实现

了用户的信息共享 ,并能建造功能强大的 Inter-

net应用。

2　COM 技术在 ASP 应用中的开发

研究与实现

　　笔者对COM 技术在 ASP 应用中的开发进行

了深入研究 ,并根据研究成果实现了视频会议系

统 MCU(multi_point cont rol unit)中的远程控制。

视频会议系统是集通信 、计算机技术 、微电子

技术于一体的远程异地通信方式。它将计算机的

交互性 、通信的分布性以及电视的真实性有机地

结合在一起 ,具有明显的优越性 ,因而成为当今计

算机领域的一个研究热点 。它能实现许多与底层

网络传输无关的多媒体应用 ,将把商业合作和通

信环境带入一个新的境界 。

MCU是多点视频会议系统的关键设备 ,它

的作用相当于一个交换机 ,但又与一般电话网中

的交换机不同 ,它可以对数字信号进行切换 。它

将来自各会议场点的信息流 ,经过同步分离后 ,抽

取出音频 、视频 、数据等信息和信令 ,再将各会议

场点的信息和信令送入同一种处理模块 ,完成相

应的音频混合或切换 、视频混合或切换 、数据广播

和路由选择 、定时和会议控制等过程 ,最后将各会

议场点所需的各种信息重新组合起来 ,送往相应

的各终端系统设备。在多个会议场点进行多点视

频会议时 ,设置一台或多台 MCU ,以进行图像与

语音的分配和切换。而多 MCU 连接的层级组网

最适宜于部署各会议场点在地域上很分散的情

况。这种层级结构覆盖的地域很广 ,也可适用于

进行国际间的视频会议。

由于其地理区域不受局限性 ,多个 MCU 服

务器可安排在各个楼层或不同的办公大楼 ,甚至

不同区域 ,因而对各个分散的 MCU 的同时管理

与控制成为首要问题 。建立远程控制 MCU应用

系统成为此问题的最佳解决方案 。另外 ,该应用

系统还应具有会议管理与控制功能:完成会议通

知 、召集任务;初始化会议环境;在会议进行中 ,协

调系统各部分 ,管理与会者的身分与权力;进行系

统各项性能参数的设置和调整 。

远程控制 MCU应用系统由于具有高度的灵

活性以及网络管理功能的配置 ,使视频会议系统

中的 MCU 管理和会议调度不仅易于扩充 ,而且

更易于控制。

使用 COM 组件能使远程控制 MCU 应用系

统随时间的流逝 、客户需求的变化而变化 ,它对已

有 MCU 应用的升级更方便 、灵活。组件构架从

本质上讲是可定制的 ,在 MCU 功能的进一步发

展中 ,可以用更能满足需要的组件替换现有组件。

ASP 技术是实现远程控制 MCU 的基础 。它

使得在任意空间及无配置要求的一台 PC 机上 ,

随意对任何一台 MCU服务器进行会议控制等操

作与管理成为现实。

运用 COM 技术与 ASP 技术 ,笔者实现了以

ASP技术为基础 、COM 组件为通道的远程控制

MCU服务器应用系统。此系统具有以下特点:

①基于组件的三层网络应用;②使用 ASP 脚本

生成的基于浏览器的表现形式;③ASP 脚本调用

COM组件与 MCU 应用业务逻辑进行交互;④

支持未来 MCU 功能的扩充;⑤在不需要重新设

计的情况下 ,能支持更多的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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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MCU 远程控制系统的COM 组件构造

2.1.1　MCU远程控制系统应用设计要求

MCU远程控制系统是基于网络的应用 ,在

设计时必须考虑在传统应用程序中没有遇到的问

题。首先 ,不能限制用户用于访问的工具 ,除非此

视频系统应用在受控制的局域网中 ,否则用不同

类型和版本的浏览器访问应用的概率十分高 。这

样 ,应用必须设计成支持广泛的表现类型。其次 ,

必须考虑到访问基于互联网的应用常常通过慢速

的连接进行 ,如使用 33.6k或 56k 的调制解调器。

这种交互之间的暂停会对应用程序的性能产生影

响。如果这种延迟太长或发生得过于频繁 ,那么 ,

应用程序的性能将变得更差。因此 ,整个系统实

现过程中 ,笔者特别注意此应用在服务器与客户

端之间“回合”的次数 。

2.1.2　线程类型的选择

在实现连接 MCU 与远程客户应用的 COM

组件时 ,需要考虑线程如何访问组件的实例 。当

多用户访问Web服务器时 ,不止一条线程同时访

问相同的 COM 对象 ,因而必须在更新数据的方

法中执行一些类型的同步操作 ,否则会出现一些

潜在的具有毁灭性的问题 。这需要正确选择线程

类型 。

线程类型是指线程提供的一些“支持” ,而“支

持”指的是线程实现的大量特性。这些特性的不

同点对于设计一个 COM 很重要 ,而客户并不需

关心它。线程模型会用到“单元”概念 ,COM 中的

一个单元是一个同步机制和 COM 对象的逻辑容

器(container)。它提供一种方法 ,当一条线程执

行时 ,能在其所在的进程中包容对象[ 5] 。COM 中

有以下几种常见的线程模型。

1)单线程模型

在此种线程模型中 ,全部对象存在于同一线

程。单线程拥有一个单元 ,在这里对 COM 服务

器的离线调用都被串行化。每一个离线 COM 都

被放置在单元的报文队列中 ,对报文队列的调用

由单元一次处理一个 。这种线程模型完全去除了

包括每个对象数据和共享数据的并行问题 ,因此

存在单元的消息队列方面的瓶颈 ,很容易导致消

息阻塞。

2)单元线程模型

它是使用单独的单元线程(STA)创建每个对

象 ,即允许多个线程调用同一个对象实例的方法。

由于单元线程服务器的存在 ,遗留的不安全线程

COM 对象能够继续存在 ,而不会导致这些对象的

并行问题 。

3)自由线程模型

自由线程模型是 COM 对象模型中最好用的

线程 ,它允许 COM 调用任何随机的线程。这让

对象可以同时允许多个线程存取其代码 ,使之运

行在多线程单元中 ,这也意味着 COM 对象可以

拥有一个或多个线程。这样 ,就对每个对象的数

据和全局数据都引用了并行问题 , 它要求保证

COM 类是安全的。

笔者依据系统中 ASP 应用的多用户特点 ,并

为了保证其安全性 ,选用了单元线程模型实现组

件。单元线程 COM 服务器的创建比较复杂 ,在

利用 ATL App Wizard创建 COM 过程中 ,需在属

性标志中选择“单元”作为线程模型 。之后 ,还需

要额外的改动 , 即必须将 CexeM odule 类改为

CcomAutoThreadModule模板类的继承。

2.1.3　COM 组件的设计与实现

1)COM 组件的基本设计思路

通常描述一个对象是将其划分为若干个方法

和属性 ,然后继承这一机制来获取对方法使用和

属性访问的权力 ,以达到数据处理的目的 。而系

统中 ,COM 组件不再允许 Web 应用上的客户直

接调用对象的方法(包括属性及其构造函数 、析构

函数),它只提供一个标准的全局函数来访问对

象 ,从而最大限度地将客户与 COM 提供的控制

与管理 MCU服务分离。在客户与服务之间通过

接口来连接 ,使用虚拟函数表(vtbl)的内存结构 ,

实现了一组指向虚拟函数实现的指针。各虚拟函

数实现系统的功能与目的 。

因此 ,在远程控制 MCU 系统中 ,组件设计有

两个关键问题:①组件接口如何与外界进行交流 ,

而且接口是外界与组件提供服务一起工作的惟一

途径;②物理定位 ,它决定组件如何与构成应用程

序的其他组件协同工作。

2)接口设计

根据 MCU功能与控制需求设计接口 ,此接

口设计将直接导致组件有无状态。组件接口依赖

于组件执行功能前的属性设置 ,需某段时间内保

持某个内部状态。这需要在 ASP 应用中多次调

用组件 ,其中几次设置属性 ,然后一次调用执行多

个操作 ,因而 ,它能保证组件的有状态性 。

3)组件定位

除了组件支持的接口外 ,组件的物理定位对

应用程序的可扩展性也有影响。由于用户与

MCU服务器地理位置的分散性 , ASP 应用程序

与其组件交互时 ,应尽量以最快和最高效的方法

进行 。使用组件创建通信通道要比不使用组件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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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的时间更多 。要提高应用程序的扩展性 ,应注

意到增加的任何处理时间或者资源占用及同时使

用的用户数。这样很容易看出资源占用和时间的

微小变化 ,从而判断是否会引起非常严重的问题。

为确保ASP脚本与组件之间以最快 、最高效

的方式进行交互 ,本系统中的组件定位在与 ASP

应用程序相同的进程中运行 ,此种定位方式提高

了整个系统的速度。同时 ,组件的速度越快 ,就越

有可能影响ASP应用程序 。当组件在与 ASP 应

用程序相同的进程中运行时 ,所有对组件的调用

都使用直接功能 ,这也是访问组件的最快方式。

它使 MCU服务器返回结果的延时达到最小 。

4)建立组件

有接口作蓝图 ,并且有一个健全的设计体系 ,

连接 MCU 与远程用户的 COM 组件的功能要求

就可以用代码实现。

根据应用程序的复杂性与针对性 ,本系统界

面由ASP 实现 , COM 组件无需创建庞大的图形

界面应用 ,只需实现较强的逻辑功能 ,因而选用

ATL 方式开发组件。AT L 是面向网络应用特别

是COM 应用的模板库 ,非常适合于 COM 应用的

开发 ,但它对 C++的语法要求比较高 。

5)组件测试

创建组件后 ,在使用前必须进行测试。组件

不仅要确保能够完成设计的操作 ,而且要确保对

系统的其他部分无不利影响。特别注意的是 ,由

于本系统 COM 组件在 ASP 应用中不便调试 ,更

需要在COM 组件加载到 IIS之前测试其功能。

在笔者实际测试过程中 ,通过以下 3种类型

的测试判断组件功能与性能。

①功能测试

向组件输入一系列已知正确输出的输入 ,将

组件输出结果与已知结果相比较 ,得出的任何错

误通过修改组件功能来解决 ,以确保组件工作正

常。

②强度测试

为了确保组件运行不影响系统的其他资源 ,

应进行强度测试 。笔者用测试软件WAS 完成 ,

WAS 工具软件模拟大量用户同时访问组件。此

测试过程中 ,通过监控系统资源确保组件没有占

用过多的资源。

③组合测试

观察组件与构成视频会议系统的其他应用如

何交互 ,以确保没有争夺相同资源及依赖于同一

DLL 的不同版本等问题。

测试完成之后 ,组件安装 、注册到 MCU服务

器中 ,并与 MCU应用集成。

2.2　MCU 远程控制 ASP 中 COM 组件的调用

系统组件创建后 ,即使 MCU 应用已集成组

件 ,仍不能在远程直接控制 MCU ,需要使用 ASP

脚本简单而又高效地将组件同时集成到 ASP 应

用中 ,实现能被远程客户访问的应用。

2.2.1　Server对象

Server对象是 ASP 应用中专为处理服务器

上的特定任务而设计的 ,特别是与服务器的环境

和处理活动有关的任务。它提供创建组件和应用

程序实例的功能 ,因此可用来扩充 ASP 脚本的能

力。

2.2.2　Server对象调用 COM 组件

MCU远程控制系统采用 Server对象的 C re-

ateObject方法调用组件 ,通过实现 CreateObject

方法的一个特定版本可实现扩充 ASP 应用控制

MCU的功能。CreateObject 方法的参数是一个

ClassID(通常情况)或一个 ProgID 字符串 ,它返

回相应类型的一个新对象 ,使用脚本引擎的一般

方法是在一个 ASP 网页中创建一个对象实例时 ,

该对象在当前执行的页面的环境中实例化。

使用 C reateObject 方法调用以上定制的

COM 组件 , 实现对 MCU 应用的控制与操作。

C reateObject 方法是对 COM 的后期绑定。此种

绑定方式在编译时无法确定系统中是否实际存在

此对象 ,但由于对象保存在变量中 ,因而可以灵活

控制 。

经过上述的设计与开发 ,本文实现了以图 2

为模型的 ,基于 Internet的多用户 、高性能视频会

议系统中远程控制 MCU 的分布式应用系统 。

　　此模型实现机理如下:

①客户提出 HT TP 请求;

②ASP 应用服务器解释脚本 ,并调用 COM

组件;

③COM 组件向 MCU 应用提出服务请求;

④MCU应用响应服务 ,并返回结果;

⑤COM 组件通知 ASP 应用服务器 ,并告之

MCU 服务返回结果;

⑥ASP 应用服务器形成标准的 HTML 语

言 ,将结果返回 ,Web 服务器传送 ASP 生成的

HTML 网页。

3　ASP 应用中 COM 组件开发原则

COM 更像一门程序设计的学科 ,而不是一项

技术
[ 1]
。一个良好的 COM 设计对于应用于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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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rnet环境的 ASP 系统来说至关重要。笔者认

为 ,系统设计与实现过程中应重点注意 COM 组

件的安全性及其运行期选择。

3.1　COM 组件的安全性选择

一旦 COM 组件变为 ASP 解决方案的一部

分 ,安全性问题将倍受关注。COM 组件可以对它

所运行的系统施加比任何 ASP 页面本身更大级

别的控制 。在ASP 下与 COM 组件有关的安全性

分为两大类:进程内(in_process)组件和进程外

(out_process)组件 。前者是一个完全运行于另一

个应用程序的进程空间中的 COM 对象 ,通常情

况下 ,其执行的宿主应用程序是第一个请求其实

例化的应用程序;后者是一个完全运行于其内部

的进程空间中的 COM 对象。这意味着由ASP 实

例化的同一个 COM 组件的每一个实例创建了一

个新进程 ,它占用大量资源。然而当运行于进程

外的组件出现失败时 ,很少造成系统其他块的损

坏。

ASP 应用在运行中加载到 IIS 中 。COM 组

件第一次被ASP应用程序实例化后 ,文件的代码

可能在其组件停止使用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

继续存在于客户进程的内存空间中 。若在内存中

保留 COM 文件 , I IS 即可节省大量的工作;若无

法保留 ,则必须在每次客户端请求某个使用 COM

组件的ASP页面时加载整个文件。前一种情况 ,

IIS仅需要在第一次执行需要 COM 组件的脚本

时加载这些文件 。这对于面向众多用户和许多页

面的 ASP 应用来说 ,性能将大大提高。

而对于进程外组件 ,程序调用和其他消息必

须在 IIS进程与当前组件所在的进程空间之间传

递。这种跨进程的通信非常消耗资源并且影响程

序的性能 ,这将为大多数服务器造成无法忍受的

巨大负荷 。

因而 ,在多数情况下选择进程内组件 ,它通常

是COM 组件中性能最优的 。ASP 应用中创建的

组件在 IIS 进程中运行 ,与 IIS 之间传递的消息

比较简单和容易 ,它作为 IIS 中运行的一部分 ,任

何需要传递的消息在同一个进程空间内得到处

理 ,无需跨越进程之间的障碍 。即便如此 , COM

组件也有两种方式影响 ASP 脚本的性能:把其放

置在 MCS外;选择了一个不恰当的线程模型。

3.2　COM 组件作用域选择

基于组件的生存期 ,在 ASP 应用中存在 3种

组件的作用域 。

3.2.1　页面范围

在单一的 ASP 网页中 ,创建 、使用并释放一

个组件实例 , 所有组件的调用将来自当前处理

ASP脚本的线程 ,这一过程发生在 ASP 应用程序

的单线程单元中。

3.2.2　会话范围

在会话范围创建一个对象时 ,会话期内此对

象对于引用它的所有 ASP 页面都是可用的。每

一个在应用程序中创建的会话也将拥有自己的会

话范围内的对象实例 。当在会话范围中存储一个

对象时 ,就意味着同一用户提出的多个页面请求

都可以访问该对象。处理 ASP 请求的机制是 ,无

论请求何时进入 ,ASP 脚本都能从线程缓冲池中

为特定的 STA 指定页面的处理方法。所以 ,如果

这一页面请求将信息存储在会话级变量中 ,并且

这个信息包括一个对象的引用 ,那么新的页面也

可以访问这一信息。

大量的客户创建会话级对象 ,这些对象都被

阻塞在一个特定的线程内 ,Web服务器很快就会

没有可用的线程 ,它将一直暂停而不能处理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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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 。

3.2.3　应用程序范围

应用程序范围对象可以被应用程序中的任何

一个 ASP 脚本访问 。对于整个应用程序只有一

个对象实例。存储在应用程序范围中的对象类型

应该是自由线程 、双线程 ,自由使用一个应用程序

范围组件的情况较少 。一个页面计数组件应该以

应用程序级存储 ,但是也可以用其他方法存储信

息 ,而不一定要用应用程序范围组件。

表 1是 3种作用域之间的比较 。

　　在页面请求间或Web应用程序的用户间 ,使

用组件存储状态可选的方法很少。这些组件只能

用 C++来创建 ,并且必须有能力同时处理多个用

户 ,这就意味着它们有多线程代码 。

表 1　COM 组件作用域比较

Tab.1　Comparison of COM Effect Regions

组件作用域 积极因素 消极因素

页面级存储 比 Session级需要更少的存储空间 经常实例化

会话级存储 实例化的频率较低
需要更多的存储空间———对每一个使用应用程序的
客户有一个对象 , 单元化线程组织只能由建立其 Ses-
sion的线程处理

程序级存储 需要最少的存储空间 ,很少实例化
单元化线程组件只能由建立其 Application的线程处

理 ,对于整个应用程序任何组件均只有一个实例可以
使用

　　在许多情况下 ,有比建立应用程序或者会话

范围对象更好的方法 ,即使用会话或者范围的变

量将信息传递给在页面级创建的对象。由此可

见 ,对象页面级存储缺点较少 ,是最好的选择 。由

于单元化线程组件的限制 ,应该尽量避免使用其

他两种作用域。

4　结　语

远程控制 MCU 应用系统充分利用网络资

源 、ASP 技术 、COM 技术 ,实现了 MCU管理者可

不受物理位置限制 ,完成业务控制功能 ,并以方

便 、友好的浏览器界面呈现给用户。同时 ,针对

ASP 应用的特殊性及其在多用户状态下的性能

要求 ,笔者结合开发经验 ,技巧性地解决了应用安

全性及高性能问题。

使用 COM 技术 ,使Web 应用程序远远超过

仅使用 ASP 脚本创建互相链接的简单网页的水

平 ,可以开发安全高效的基于组件的可扩展应用

程序 ,以此来支持面向数以千计的业务处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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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MCU(Multi_point Control Unit)is the key equipment of multi_point video conference.

Multi layer netw ork connected with multi MCUs can implement large_scale video conference.Be-

cause of their characteristic of unbounded geog raphical zone , mult i MCUs are set on each floo r in

a building or at another of fice building , o r different zones.It brings about the problem how to

manage and control dispersing MCUs.C reating system of controlling MCUs in long_distance is

the optimal scheme to solve this problem.

This paper analyzes no t only the characteristic of multi_layer dist ributed system structure

provided by the system of controlling MCUs in long_distance , but also the special requests in ap-

plication of the Internet.The methods to select thread type of component , design interface , arrange

component physical location and test component in idiog raphic application condi tion are intro-

duced.And how to unite COM and ASP to create COM components in ASP applications is dis-

cusseed in detail.Using the technology in the paper , prog rammer can set up g reater Internet ap-

plications.They have good performance and mult i_user.At last , how to select COM ' s security and

i ts lifecycle in COM ' s design and realization is discussed.

Key words:component object model;ASP ;distributed application;apartment;multi_point cont rol

un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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