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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应用说明适用于以下设备：CP2101、CP2102、CP2102N、
CP2103、CP2104、CP2105 和 CP2108。
本文件旨在协助开发人员以 CP210x USB 至 UART 桥控制器为基础开发产品。文件介绍了串行通信
以及如何获取某个特定 CP210x 设备的端口号；提供了用于在 Windows 10 及更高版本中打开、关
闭、配置、读取和写入 COM 端口的代码示例。要使用这些 API，需要包括多个 Windows 报头。

内容要点

• 展示怎样开启一个 COM 端口

• 讨论如何设置开启的 COM 端口以进行数据
传输

• 展示如何关闭 COM 端口

• 包含一个样本程序，以展示多种函数

• 展示怎样发现 CP210x COM 端口

• 包含应用设计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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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开启一个 COM 端口

在配置与使用 COM 端口发送与接收数据前，必需先开启 COM 端口。待 COM 端口开启，将由 CreateFile() 函数返回一个句柄，之后可用于所有通信。
以下是开启 COM3 的示例代码：

HANDLE hMasterCOM = CreateFile("\\\\.\\COM3",
      GENERIC_READ | GENERIC_WRITE,
      0,
      0,
      OPEN_EXISTING,
      FILE_ATTRIBUTE_NORMAL | FILE_FLAG_OVERLAPPED,
      0);

CreateFile() 函数中的第一个参数为一个字符串，包含使用的 COM 端口号。此字符串始终是 \\\\.\\COMX 的形式，其中“X”为使用的 COM 端口号。第
二个参数包括描述访问的标记（本文件示例的标记为 GENERIC_READ 与 GENERIC_WRITE），且允许读写访问。当在 COM 应用程序中使用 CreateFile() 时，第
三个与第四个参数必须始终为 0，第五个参数中的标记必须始终为 OPEN_EXISTING。第六个参数应当始终包含 FILE_ATTRIBUTE_NORMAL 标记。此外，
FILE_FLAG_OVERLAPPED 为可选标记，一般用于异步传输之时（本文件示例用到了此选项）。如使用重叠模式，那么向 COM 端口进行读取和写入的函数必须
指定 OVERLAPPED 结构并确定文件指针，在 2.1 清空 COM 端口缓冲 和 2.2 保存 COM 端口的初始状态 中展示（有关重叠 I/O 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https://
msdn.microsoft.com/en-us/library/windows/desktop/ms686358(v=vs.85).aspx）。第七个参数（ 后一个）必须始终为 0。

如函数返回成功，COM 端口的句柄将被分配到 HANDLE 变量中。如函数返回失败，返回值为 INVALID_HANDLE_VALUE。返回时，检查句柄，若有效，则可设置
COM 端口以进行数据传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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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设置开启的 COM 端口以进行数据传输

句柄成功分配至 COM 端口后，须采取几个步骤进行设置。首先须清空 COM 端口缓冲，恢复到其初始状态。之后可以为 COM 端口分配新设置，并通过
设备控制块  (DCB) 结构进行设置（有关  DCB 结构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2.3 设置一个  DCB 结构，以设置新的  COM 状态 以及  https://
msdn.microsoft.com/en-us/library/windows/desktop/aa363214(v=vs.85).aspx）。

2.1  清空 COM 端口缓冲

清空 COM 端口缓冲首先应清空所有使用 PurgeComm() 函数通过 COM 端口接收或发送的现有数据：

PurgeComm(hMasterCOM, PURGE_TXABORT | PURGE_RXABORT | PURGE_TXCLEAR | PURGE_RXCLEAR);

PurgeComm() 函数的第一个参数是一个句柄，指向需要清空缓冲的、开启的 COM 端口。第二个参数包括一些标记，进一步描述应采取哪些操作。总共四个
标记，PURGE_TXABORT、PURGE_RXABORT、PURGE_TXCLEAR 和 PURGE_RXCLEAR 应当始终处于使用状态。前两个标记终止重叠写入和读取操作，后两个标记清除输出
与输入缓冲。

如函数返回成功，将返回一个非零值。如函数返回失败，将返回 0。返回时，检查返回值；若为非零值，则可继续设置 COM 端口（有关 PurgeComm() 函数
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https://msdn.microsoft.com/en-us/library/windows/desktop/aa363428(v=vs.85).aspx）。

2.2  保存 COM 端口的初始状态

由于 COM 端口设置可做修改以满足不同需求，那么 好能够获取 COM 端口的当前状态并进行保存，从而保证当 COM 端口关闭时，能够恢复到初始状
态。使用 GetCommState() 函数可以实现此目的：

DCB dcbMasterInitState;
GetCommState(hMasterCOM, &dcbMasterInitState);

GetCommState() 函数的第一个参数为一个句柄，指向需要获取其设置、开启的 COM 端口。第二个参数为 DCB 结构的地址，用于保存 COM 端口设置。如
果为 COM 端口进行新的设置，此 DCB 结构也可被用作初始状态（请参阅 2.3 设置一个 DCB 结构，以设置新的 COM 状态）。

如函数返回成功，将返回一个非零值。如函数返回失败，将返回 0。返回后，检查返回值；如为非零值，则可继续设置 COM 端口（有关 GetCommState 函
数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https://msdn.microsoft.com/en-us/library/windows/desktop/aa363260(v=vs.85).aspx）。

2.3  设置一个 DCB 结构，以设置新的 COM 状态

COM 端口的所有设置都保存在 DCB 结构中。在 2.2 保存 COM 端口的初始状态 部分中，使用 GetCommState() 函数，将 DCB 结构恢复到包含 COM 端口
原始设置的状态。若要修改 COM 端口设置，必须创建一个 DCB 结构并向其中填写所需设置。然后，可用 SetCommState() 函数激活这些设置：

DCB dcbMaster = dcbMasterInitState;

dcbMaster.BaudRate = 57600;
dcbMaster.Parity = NOPARITY;
dcbMaster.ByteSize = 8;
dcbMaster.StopBits = ONESTOPBIT;

SetCommState(hMasterCOM, &dcbMaster);

Sleep(60);

此处，一个新的 DCB 结构 dcbMaster 已被初始化为 dcbMasterInitState，即 COM 端口的当前设置。初始化为当前设置后，可分配新的设置。

2.3.1  波特率

波特率属性值为 57,600 bps，但也可设为 CP210x 支持的任何波特率。（请参阅 新数据表，了解 CP210x 支持的波特率列表。）

2.3.2  奇偶校验

奇偶校验设置为 NOPARITY，但在 CP210x 支持的情况下，也可设置为 ODDPARITY、EVENPARITY、SPACEPARITY 和 MARKPARITY。（请参阅 新数据表，了解
CP210x 支持的奇偶校验列表。）

2.3.3  字节大小

字节大小设置为 8，所以发送数据的每个字节都为 8 位数据位。但在 CP210x 支持的情况下，也可设置为 5、6 或 7。（请参阅数据表，了解 CP210x 支
持的字节尺寸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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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  停止位

停止位设置为 ONESTOPBIT，但也可设置为 TWOSTOPBITS 或 ONE5STOPBITS (1.5)。（请参阅 新数据表，了解 CP210x 支持的停止位列表。） 除了 5 位数据位
与 2 位停止位的组合以及 6、7 或 8 位数据位与 1.5 位停止位的组合外，其余所有数据位与停止位的组合方式均可用。

在每项设置均达到理想值之后，可调用 SetCommState() 函数，设置 COM 端口。SetCommState() 函数中的第一个参数为一个句柄，指向需要更改设置的、开
启的 COM 端口。第二个参数为 DCB 结构的地址，包含 COM 端口的新设置（有关使用 DCB 结构进行串行设置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https://
msdn.microsoft.com/en-us/library/windows/desktop/aa363214(v=vs.85).aspx）。

如函数返回成功，将返回一个非零值。如函数返回失败，将返回 0。返回后，检查返回值；如为非零值，为更改设置等待 60 毫秒，然后继续进行 COM 端
口设置。此等待并非强制要求；但 好留出 60 毫秒的连续时间，以确保在进行其他操作前，设置已经得到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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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经 COM 端口进行数据传输

一旦 COM 端口成功开启并配置，就可进行数据写入或读取。

3.1  写入数据

在一次写入操作中需要发生多个事件，因此 好为其创建一个函数，以便在必须进行写入操作时，可以调用此函数。以下是写入函数的一个示例：

bool WriteData(HANDLE handle, BYTE* data, DWORD length, DWORD* dwWritten)
{
   bool success = false;
   OVERLAPPED o = {0};

   o.hEvent = CreateEvent(NULL, FALSE, FALSE, NULL);

   if (!WriteFile(handle, (LPCVOID)data, length, dwWritten, &o))
   {
      if (GetLastError() == ERROR_IO_PENDING)
         if (WaitForSingleObject(o.hEvent, INFINITE) == WAIT_OBJECT_0)
            if (GetOverlappedResult(handle, &o, dwWritten, FALSE))
            success = true;
   } 
   else
      success = true;

   if (*dwWritten != length)
      success = false;

   CloseHandle(o.hEvent);

   return success;
}

传入此函数的参数，包括指向开启的 COM 端口的句柄，指向将被写入的字节数组的指针，数组中的字节数，以及指向储存与返回写入字节数的变量的指
针。

函数开头声明了两个局部变量：名为“success”的布尔型变量，用来存储成功写入的事件（初始化为假，只有当写入成功时才设为真）；以及一个重叠
的目标 o，将传入 WriteFile() 函数，用来提示传输完成与否（在 hEvent 分配前，始终初始化为 {0}）。使用 CreateEvent (NULL, FALSE, FALSE, NULL) 函数
创建一个事件，设置“o”的 hEvent 属性，使其可被传入 WriteFile() 函数（有关 CreateEvent() 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https://msdn.microsoft.com/en-us/
library/windows/desktop/ms682396(v=vs.85).aspx）。

之后，调用  WriteFile() 函数，包含句柄、数据、数据长度以及储存写入数据量的变量（有关  WriteFile() 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https://
msdn.microsoft.com/en-us/library/windows/desktop/aa365747(v=vs.85).aspx）。如函数返回成功，将返回一个非零值。如函数返回失败，将返回 0。If
语句将决定写入是否成功，如未成功，将检索 后一次错误，以查看是否确实发生了错误或仅仅是写入未完成。如返回信息为 ERROR_IO_PENDING，那么目标
o 将等待，直至写入完成或失败（如 GetLastError() 函数返回的信息为 ERROR_IO_PENDING 之外的信息，那么有可能发生了意外删除，有关意外删除的注释，
请参阅 6. 应用设计说明）。等待结束后，可得到结果并更新写入的字节数。成功变量将被分配到恰当的值，o.hEvent 的句柄将关闭。之后将检查写入的字
节数， 终函数将返回成功写入的消息，如写入成功完成，那么此返回信息将为正确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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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读取数据

在一次读取操作中需要发生多个事件，因此 好为其创建一个函数，以便在必须进行读取操作时，可以调用此函数。以下是一个读取函数的示例：

bool ReadData(HANDLE handle, BYTE* data, DWORD length, DWORD* dwRead, UINT timeout)
{
   bool success = false;
   OVERLAPPED o = {0};
  
   o.hEvent = CreateEvent(NULL, FALSE, FALSE, NULL);

   if (!ReadFile(handle, data, length, dwRead, &o))
   {
      if (GetLastError() == ERROR_IO_PENDING) 
         if (WaitForSingleObject(o.hEvent, timeout) == WAIT_OBJECT_0)
            success = true;
         GetOverlappedResult(handle, &o, dwRead, FALSE);
   }
   else
      success = true;

   CloseHandle(o.hEvent);

   return success;
}

传入此函数的参数，包括指向开启的 COM 端口的句柄，指向将被读取的字节数组的指针，数组中的字节数，以及指向储存与返回读取字节数的变量的指
针与一个超时值。

函数开头声明了两个局部变量：名为“success”的布尔型变量，将用来存储成功读取的事件（初始化为假，只有当读取成功时才显示为真），以及一个
重叠的目标 o，将传入 ReadFile() 函数，用来提示传输完成与否（在 hEvent 分配前，始终初始化为 {0}）。使用 CreateEvent (NULL, FALSE, FALSE, NULL) 函
数创建一个事件，设置“o”的 hEvent 属性，使其可被传入 ReadFile() 函数（有关 CreateEvent() 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https://msdn.microsoft.com/en-us/
library/windows/desktop/ms682396(v=vs.85).aspx）。

之后，调用  ReadFile() 函数，包含句柄、数据、数据长度以及储存写入数据量的变量（有关  ReadFile() 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https://
msdn.microsoft.com/en-us/library/windows/desktop/aa365467(v=vs.85).aspx）。如函数返回成功，将返回一个非零值。如函数返回失败，将返回 0。If
语句将决定写入是否成功，如未成功，将检索 后一次错误，以查看是否确实发生了错误或仅仅是写入未完成。如返回信息为 ERROR_IO_PENDING，那么目标
o 将等待，直至写入完成或失败（如 GetLastError() 函数返回的信息为 ERROR_IO_PENDING 之外的信息，那么有可能发生了意外删除，有关意外删除的注释，
请参阅 6. 应用设计说明）。等待结束后，可得到结果并更新读取的字节数。成功变量将被分配到恰当的值，o.hEvent 的句柄将关闭。 终，函数将返回读
取成功的信息，如果读取成功完成，此结果将为正确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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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关闭 COM 端口

所有通信均完成后，应当关闭 COM 端口。首先，应当将 COM 端口设置回初始状态，然后关闭 COM 端口的句柄并将其设置为一个无效句柄。示例代码
如下：

SetCommState(hMasterCOM, &dcbMasterInitState);

Sleep(60);

CloseHandle(hMasterCOM);
hMasterCOM = INVALID_HANDLE_VALUE;

SetCommState() 函数的运行方式与 2.3 设置一个 DCB 结构，以设置新的 COM 状态 中所描述的相同。等待 60 毫秒，以确保有足够时间使设置生效。
后，使用 CloseHandle() 函数关闭设备。此函数只在 COM 端口的句柄上运行。调用此函数后，需将变量设置为 INVALID_HANDLE_VALUE，这一点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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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用于展示串行通信的样本程序

适用于 Windows 的 USBXpressSDK 包括名为 CP210xSerialTest 的示例，其中含有 Visual Studio 项目的源代码和可执行文件，该项目使用了第 2. 设置开
启的 COM 端口以进行数据传输 节、第 3. 经 COM 端口进行数据传输 节和第 4. 关闭 COM 端口 节中描述的所有串行通信函数。此项目为一个基于对话
框的基本应用，可接受两个  COM 端口号，之后将在这两者之间发送  64 字节数据的测试数组。安装  SDK 后，示例应位于  CP210x\Examples
\CP210xSerial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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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应用设计说明

2. 设置开启的 COM 端口以进行数据传输、3. 经 COM 端口进行数据传输 与 4. 关闭 COM 端口 中所用的函数为 Windows COMM API 函数。此处提供的
示例仅为推荐使用的处理串行通信方法样本。如欲了解与这些函数有关的更多具体信息，请参阅 MSDN 网站：https://msdn.microsoft.com/en-us/library/
ff802693.aspx。

此外还需注意，SetCommState() 函数将不会保存 COM 端口开启和关闭期间的设置。正如上文所说， 好能在 COM 端口开启后获取当前设置，在关闭前对
其进行恢复。

此处所有函数都将返回一个错误代码。 好通过使用 GetLastError() 函数对这些函数进行嵌套，从而在发生错误时捕获错误。通过允许发现无效句柄并作
出处理，也可以解决任何意外删除的问题。示例应用 (CP210xSerialTest) 在一些情况下，将检测意外删除。在此示例中，每个函数都要检查到，以确认返
回代码的正确性。如有不正确的返回代码，将在输出窗口中显示哪里发生了错误。只要传至函数的设置正确且获得支持，那么它们就可以正常运行。大多
数错误可能是因为句柄值无效：INVALID_HANDLE_VALUE，但是在发生意外删除后，句柄必须设为此值。

因为常规的 COM 端口始终可见，因此始终可以成功向它们写入数据，即使无法读取。然而，由于 CP210x 是一个虚拟 COM 端口，因此如果删除设备再
尝试写入操作，它使用的句柄将无效。如果 CP210x 设备由于某种原因突然断电，写入将失败，GetLastError() 将返回 ERROR_OPERATION_ABORTED。当此类情
况发生时，句柄需要关闭，并设置为 INVALID_HANDLE_VALUE。此外，一个常规 COM 端口将始终可以读取，但如无数据，将会超时。如将 CP210x 作为虚拟
COM 端口使用，且在读取发生前将其删除，那么读取将会失败，GetLastError() 将返回 ERROR_ACCESS_DENIED。同样，当此类情况发生时，需要关闭句柄，
并设置为 INVALID_HANDLE_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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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参考材料

MSDN - 使用此网站搜索特定 Windows API 函数

http://msdn.microsoft.com/

串行通信参考

https://msdn.microsoft.com/en-us/library/ff802693.aspx

通信资源参考

https://msdn.microsoft.com/en-us/library/windows/desktop/aa363196(v=vs.85).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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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文档更改列表

版本 1.1

2023 年 2 月
• 删除了简介中的 GetPortNum 描述。

• 更新了第 5. 用于展示串行通信的样本程序 节中有关 CP210xSerialTest 示例的信息。

• 将第 2.3 节和第 4 节中的 Delay() 改为 Sleep()。

版本 1.0

2017 年 2 月
• 格式更新至 新风格指南。

• 将所有参考从 AN144 更新至 AN721，后者替代了前者。

• 更新了连接至 MSDN 文章的链接。

• 删除了第 6 部分中有关查找 COM 端口的内容，此示例现已过时。

修订版 0.9

2012 年 10 月
• 将 CP2108 添加至相关设备列表。

修订版 0.8

2010 年 10 月
• 将 CP2104/5 添加至相关设备。

• 更新了 GetPortNum 函数，在第 7 部分中添加了对 Windows 7 的支持。

• 删除了对 Windows 98 的支持。

修订版 0.7

2008 年 8 月
• 更正了 中的注册表路径。

修订版 0.6

2007 年 10 月
• 更新了 XP/2000 参考资料，将 Server 2003/Vista 包括进来。

• 更新了 部分中所列的 WinXP/2000 的项。

• 更新了 部分中的代码。

修订版 0.5

2005 年 2 月
• 将 CP2103 添加至第 1 页的相关设备。

修订版 0.4

2004 年 12 月
• 更新了。

版本 0.3

2004 年 10 月
• 首次发行。

AN197：CP210x 串行通信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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