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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CU 加、減、乘、除法 

文件編碼：HA0014T 

簡介 
本套裝程式含八位元、十六位元、二十四位元及三十二位元定點資料的基本運算。 

基本的運算包括：加法（有符號、無符號）、減法（有符號、無符號）、乘法（有符號、無

符號）、除法（有符號、無符號）、BCD 碼的加、減法、BCD 碼與二進位元碼的相互轉換等

等。 

Driver 使用說明 
對於進行八位元、十六位元、二十四位元及三十二位元資料的基本運算，總共提供了 48 個

driver 。 使 用 時 將 分 別 用 到 一 個 插 入 檔 案 CALCULATE.INC 和 一 個 彙 編 原 始 檔 案

CALCULATE.ASM。在 HT-IDE3000 開發環境下，在使用所提供的介面函數前按下述的操作

步驟做： 

步驟 1: 把 CALCULATE.ASM 加到專案下（用[Project/Edit]指令） 

步驟 2: 根據將要使用到的參與運算的資料的長度，修改 CALCULATE.INC 檔案中的定義

(遮罩或打開相應的 define 語句)。 

步驟 3: 在你的程式中插入″include calculate.inc″語句 

各個 driver 的詳細介紹，請參閱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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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八位元定點資料運算 Driver 

Driver Name： UNBIN_ADD_8 

Description： 八位元無符號數加法運算 

Parameter： 被加數--- data0 

 加數---data4 

Return： to1, to0（to1 爲高 8 位元，to0 爲低 8 位元） 

Stack used： 無 

 

Driver Name： BIN_ADD_8 

Description： 八位元有符號數加法運算 

Parameter： 被加數--- data0 

 加數---data4 

Return： to1, to0（to1 爲高 8 位元，to0 爲低 8 位元） 

Stack used： 無 

 

Driver Name： UNBIN_SUB_8 

Description： 八位元無符號數減法運算 

Parameter： 被減數---data0 

 減數--- data4 

Return： to1, to0（to1 爲高 8 位元，to0 爲低 8 位元） 

Stack used： 無 

 

Driver Name： BIN_SUB_8 

Description： 八位元有符號數減法運算 

Parameter： 被減數---data0 

 減數---data4 

Return： to1, to0（to1 爲高 8 位元，to0 爲低 8 位元） 

Stack used： １ 

 

Driver Name： UNBIN_MUL_8 

Description： 八位元無符號數乘法運算 

Parameter： 被乘數---data0 

 乘數---data4 

Return： to1, to0（to1 爲高 8 位元，to0 爲低 8 位元） 

Stack used： 無 



                                   MCU 加、減、乘、除法 

 

 3

Driver Name： BIN_MUL_8 

Description： 八位元有符號數乘法運算 

Parameter： 被乘數---data0 

 乘數---data4 

Return： to1, to0（to1 爲高 8 位元，to0 爲低 8 位元） 

Stack used： 1 

 

Driver Name： UNBIN_DIV_8 

Description： 八位元無符號數除法運算 

Parameter： 被除數---data0 

 除數---data4 

Return： to0 

Stack used： 無 

 

Driver Name： BIN_DIV_8 

Description： 八位元有符號數除法運算 

Parameter： 被除數---data0 

 除數---data4 

Return： to0 

Stack used： 1 

 

Driver Name： BCD_ADD_8 

Description： 八位元 BCD 碼加法運算 

Parameter： 被加數---data0 

 加數---data4 

Return： to1, to0（to1 爲高 8 位元，to0 爲低 8 位元） 

Stack used： 無 

 

Driver Name： BCD_SUB_8 

Description： 八位元 BCD 碼減法運算 

Parameter： 被減數---data0 

 減數---data4 

Return： to1, to0（to1 爲高 8 位元，to0 爲低 8 位元） 

Stack used： 無 

 

Driver Name： BINTOBCD_8 

Description： 八位元二進位元轉 BCD 碼 

Parameter： 要進行轉換的二進位元數字---data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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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turn： to1, to0（to1 爲高 8 位元，to0 爲低 8 位元） 

Stack used： 無 

 

Driver Name： BCDTOBIN_8 

Description： 八位元 BCD 碼轉二進位元 

Parameter： 要進行轉換的 BCD 碼數--- data0 

Return： to0 

Stack used： 無 

十六位元定點資料運算 Driver 

Driver Name： UNBIN_ADD_16 

Description： 十六位元無符號數加法運算 

Parameter： 被加數---data1, data0（data1 爲高 8 位元，data0 爲低 8 位元） 

 加數---data5, data4（data5 爲高 8 位元，data4 爲低 8 位元） 

Return： to2, to1, to0（to2 爲第 16~23 位元，to1 爲第 8~15，to0 爲第 0~7 位元） 

Stack used： 無 

 

Driver Name： BIN_ADD_16 

Description： 十六位元有符號數加法運算 

Parameter： 被加數---data1, data0（data1 爲高 8 位元，data0 爲低 8 位元） 

 加數---data5, data4（data5 爲高 8 位元，data4 爲低 8 位元） 

Return： to2, to1, to0（to2 爲第 16~23 位元，to1 爲第 8~15 位元，to0 爲第 0~7 位元） 

Stack used： 無 

 

Driver Name： UNBIN_SUB_16 

Description： 十六位元無符號數減法運算 

Parameter： 被減數---data1, data0（data1 爲高 8 位元，data0 爲低 8 位元） 

 減數---data5, data4（data5 爲高 8 位元，data4 爲低 8 位元） 

Return： to2, to1, to0（to2 爲第 16~23 位元，to1 爲第 8~15 位元，to0 爲第 0~7 位元） 

Stack used： 無 

 

Driver Name： BIN_SUB_16 

Description： 十六位元有符號數減法運算 

Parameter： 被減數---data1, data0（data1 爲高 8 位元，data0 爲低 8 位元） 

 減數---data5, data4（data5 爲高 8 位元，data4 爲低 8 位元） 

Return： to2, to1, to0（to2 爲第 16~23 位元，to1 爲第 8~15 位元，to0 爲第 0~7 位元） 

Stack used：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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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iver Name： UNBIN_MUL_16 

Description： 十六位元無符號數乘法運算 

Parameter： 被乘數---data1, data0（data1 爲高 8 位元，data0 爲低 8 位元） 

 乘數---data5, data4（data5 爲高 8 位元，data4 爲低 8 位元） 

Return： to3, to2, to1, to0（to3 爲第 24~31 位元，to2 爲第 16~23 位元，to1 爲第 8~15

位元，to0 爲第 0~7 位元） 

Stack used： 無 

 

Driver Name： BIN_MUL_16 

Description： 十六位元有符號數乘法運算 

Parameter： 被乘數---data1, data0（data1 爲高 8 位元，data0 爲低 8 位元） 

 乘數---data5, data4（data5 爲高 8 位元，data4 爲低 8 位元） 

Return： to3, to2, to1, to0（to3 爲第 24~31 位元，to2 爲第 16~23 位元，to1 第爲 8~15

位元，to0 爲第 0~7 位元） 

Stack used： 1 

 

Driver Name： UNBIN_DIV_16 

Description： 十六位元無符號數除法運算 

Parameter： 被除數---data1, data0（data1 爲高 8 位元，data0 爲低 8 位元） 

 除數---data5, data4（data5 爲高 8 位元，data4 爲低 8 位元） 

Return： to1, to0（to1 爲第 8~15 位元，to0 爲第 0~7 位元） 

Stack used： 無 

 

Driver Name： BIN_DIV_16 

Description： 十六位元有符號數除法運算 

Parameter： 被除數---data1, data0（data1 爲高 8 位元，data0 爲低 8 位元） 

 除數---data5, data4（data5 爲高 8 位元，data4 爲低 8 位元） 

Return： to1, to0（to1 爲第 8~15 位元，to0 爲第 0~7 位元） 

Stack used： 1 

 

Driver Name： BCD_ADD_16 

Description： 十六位元 BCD 碼加法運算 

Parameter： 被加數---data1, data0（data1 爲高 8 位元，data0 爲低 8 位元） 

 加數---data5, data4（data5 爲高 8 位元，data4 爲低 8 位元） 

Return： to2, to1, to0（to2 爲第 16~23 位元，to1 爲第 8~15 位元，to0 爲第 0~7 位元） 

Stack used：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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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iver Name： BCD_SUB_16 

Description： 十六位元 BCD 碼減法運算 

Parameter： 被減數---data1, data0（data1 爲高 8 位元，data0 爲低 8 位元） 

 減數---data5, data4（data5 爲高 8 位元，data4 爲低 8 位元） 

Return： to2, to1, to0（to2 爲第 16~23 位元，to1 爲第 8~15 位元，to0 爲第 0~7 位元） 

Stack used： 無 

 

Driver Name： BINTOBCD_16 

Description： 十六位元二進位元轉 BCD 碼 

Parameter： 要進行轉換的二進位元數字--- data1, data0（data1 爲高 8 位元，data0 爲低 8

位元） 

Return： to2, to1, to0（to2 爲第 16~23 位元，to1 爲第 8~15 位元，to0 爲第 0~7 位元） 

Stack used： 無 

 

Driver Name： BCDTOBIN_16 

Description： 十六位元 BCD 碼轉二進位元 

Parameter： 要進行轉換的 BCD 碼數--- data1, data0（data1 爲高 8 位元，data0 爲低 8 位元） 

Return： to1, to0（to1 第爲 8~15 位元，to0 爲第 0~7 位元） 

Stack used： 無 

二十四位元定點資料運算 Driver 

Driver Name： UNBIN_ADD_24 

Description： 二十四位元無符號數加法運算 

Parameter： 被加數---data2, data1, data0（data2 爲第 16~23 位元，data1 爲第 8~15 位元，

data0 爲第 0~7 位元） 

 加數---data6, data5, data4（data6 爲第 16~23 位元，data5 爲第 8~15 位元，data4

爲第 0~7 位元） 

Return： to3, to2, to1, to0（to3 爲第 24~31 位元，to2 爲第 16~23 位元，to1 爲第 8~15

位元，to0 爲第 0~7 位元） 

Stack used： 無 

 

Driver Name： BIN_ADD_24 

Description： 二十四位元有符號數加法運算 

Parameter： 被加數---data2, data1, data0（data2 爲第 16~23 位元，data1 爲第 8~15 位元，

data0 爲第 0~7 位元） 

 加數---data6, data5, data4（data6 爲第 16~23 位元，data5 爲第 8~15 位元，data4

爲第 0~7 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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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turn： to3, to2, to1, to0（to3 爲第 24~31 位元，to2 爲第 16~23 位元，to1 爲第 8~15

位元，to0 爲第 0~7 位元） 

Stack used： 無 

 

Driver Name： UNBIN_SUB_24 

Description： 二十四位元無符號數減法運算 

Parameter： 被減數---data2, data1, data0（data2 爲第 16~23 位元，data1 爲第 8~15 位元，

data0 爲第 0~7 位元） 

 減數---data6, data5, data4（data6 爲第 16~23 位元，data5 爲第 8~15 位元，data4

爲第 0~7 位元） 

Return： to3, to2, to1, to0（to3 爲第 24~31 位元，to2 爲第 16~23 位元，to1 爲第 8~15

位元，to0 爲第 0~7 位元） 

Stack used： 無 

 

Driver Name： BIN_SUB_24 

Description： 二十四位元有符號數減法運算 

Parameter： 被減數---data2, data1, data0（data2 爲第 16~23 位元，data1 爲第 8~15 位元，

data0 爲第 0~7 位元） 

 減數---data6, data5, data4（data6 爲第 16~23 位元，data5 爲第 8~15 位元，data4

爲第 0~7 位元） 

Return： to3, to2, to1, to0（to3 爲第 24~31 位元，to2 爲第 16~23 位元，to1 爲第 8~15

位元，to0 爲第 0~7 位元） 

Stack used： １ 

 

Driver Name： UNBIN_MUL_24 

Description： 二十四位元無符號數乘法運算 

Parameter： 被乘數---data2, data1, data0（data2 爲第 16~23 位元，data1 爲第 8~15 位元，

data0 爲第 0~7 位元） 

 乘數---data6, data5, data4（data6 爲第 16~23 位元，data5 爲第 8~15 位元，data4

爲第 0~7 位元） 

Return： to5, to4, to3, to2, to1, to0（to5 爲第 40 位元~47 位元，to4 爲第 32~39 位元，to3

爲第 24~31 位元，to2 爲第 16~23 位元，to1 爲第 8~15 位元，to0 爲第 0~7 位

元） 

Stack used：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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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iver Name： BIN_MUL_24 

Description： 二十四位元有符號數乘法運算 

Parameter： 被乘數---data2, data1, data0（data2 爲第 16~23 位元，data1 爲第 8~15 位元，

data0 爲第 0~7 位元） 

 乘數---data6, data5, data4（data6 爲第 16~23 位元，data5 爲第 8~15 位元，data4

爲第 0~7 位元） 

Return： to5, to4, to3, to2, to1, to0（to5 爲第 40 位元~47 位元，to4 爲第 32~39 位元，to3

爲第 24~31 位元，to2 爲第 16~23 位元，to1 爲第 8~15 位元，to0 爲第 0~7 位

元） 

Stack used： 1 

 

Driver Name： UNBIN_DIV_24 

Description： 二十四位元無符號數除法運算 

Parameter： 被除數---data2, data1, data0（data2 爲第 16~23 位元，data1 爲第 8~15 位元，

data0 爲第 0~7 位元） 

 除數---data6, data5, data4（data6 爲第 16~23 位元，data5 爲第 8~15 位元，data4

爲第 0~7 位元） 

Return： to2, to1, to0 （to2 爲第 16~23 位元，to1 爲第 8~15 位元，to0 爲第 0~7 位元） 

Stack used： 無 

 

Driver Name： BIN_DIV_24 

Description： 二十四位元有符號數除法運算 

Parameter： 被除數---data2, data1, data0（data2 爲第 16~23 位元，data1 爲第 8~15 位元，

data0 爲第 0~7 位元） 

 除數---data6, data5, data4（data6 爲第 16~23 位元，data5 爲第 8~15 位元，data4

爲第 0~7 位元） 

Return： to2, to1, to0 （to2 爲第 16~23 位元，to1 爲第 8~15 位元，to0 爲第 0~7 位元） 

Stack used： 1 

 

Driver Name： BCD_ADD_24 

Description： 二十四位元 BCD 碼加法運算 

Parameter： 被加數---data2, data1, data0（data2 爲第 16~23 位元，data1 爲第 8~15 位元，

data0 爲第 0~7 位元） 

 加數---data6, data5, data4（data6 爲第 16~23 位元，data5 爲第 8~15 位元，data4

爲第 0~7 位元） 

Return： to3, to2, to1, to0（to3 爲第 24~31 位元，to2 爲第 16~23 位元，to1 爲第 8~15

位元，to0 爲第 0~7 位元） 

Stack used：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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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iver Name： BCD_SUB_24 

Description： 二十四位元 BCD 碼減法運算 

Parameter： 被減數---data2, data1, data0（data2 爲第 16~23 位元，data1 爲第 8~15 位元，

data0 爲第 0~7 位元） 

 減數---data6, data5, data4（data6 爲第 16~23 位元，data5 爲第 8~15 位元，data4

爲第 0~7 位元） 

Return： to3, to2, to1, to0（to3 爲第 24~31 位元，to2 爲第 16~23 位元，to1 爲第 8~15

位元，to0 爲第 0~7 位元） 

Stack used：  無 

 

Driver Name： BINTOBCD_24 

Description： 二十四位元二進位元轉 BCD 碼 

Parameter： 要進行轉換的二進位元數字---data2, data1, data0（data2 爲第 16~23 位元，data1

爲第 8~15 位元，data0 爲第 0~7 位元） 

Return： to3, to2, to1, to0（to3 爲第 24~31 位元，to2 爲第 16~23 位元，to1 爲第 8~15

位元，to0 爲第 0~7 位元） 

Stack used： 無 

 

Driver Name： BCDTOBIN_24 

Description： 二十四位元 BCD 碼轉二進位元 

Parameter： 要進行轉換的 BCD 碼數---data2, data1, data0（data2 爲第 16~23 位元，data1

爲第 8~15 位元，data0 爲第 0~7 位元） 

Return： to2, to1, to0（to2 爲第 16~23 位元，to1 爲第 8~15 位元，to0 爲第 0~7 位元） 

Stack used： 無 

三十二位元定點資料運算 Driver 

Driver Name： UNBIN_ADD_32 

Description： 三十二位元無符號數加法運算 

Parameter： 被加數---data3, data2, data1, data0（data3 爲第 24~31 位元，data2 爲第 16~23

位元，data1 爲第 8~15 位元，data0 爲第 0~7 位元） 

 加數---data7, data6, data5, data4（data7 爲第 24~31 位元，data6 爲第 16~23 位

元，data5 爲第 8~15 位元，data4 爲第 0~7 位元） 

Return： to4, to3, to2, to1, to0 to4 爲第 32~39 位元，to3 爲第 24~31 位元，to2 爲第 16~23

位元，to1 爲第 8~15 位元，to0 爲第 0~7 位元） 

Stack used： 無 

 

Driver Name： BIN_ADD_32 

Description： 三十二位元有符號數加法運算 



                                   MCU 加、減、乘、除法 

 

 10 

Parameter： 被加數---data3, data2, data1, data0（data3 爲第 24~31 位元，data2 爲第 16~23

位元，data1 爲第 8~15 位元，data0 爲第 0~7 位元） 

 加數---data7, data6, data5, data4（data7 爲第 24~31 位元，data6 爲第 16~23 位

元，data5 爲第 8~15 位元，data4 爲第 0~7 位元） 

Return： to4, to3, to2, to1, to0 （to4 爲第 32~39 位元，to3 爲第 24~31 位元，to2 爲第

16~23 位元，to1 爲第 8~15 位元，to0 爲第 0~7 位元） 

Stack used： 無 

 

Driver Name： UNBIN_SUB_32 

Description： 三十二位元無符號數減法運算 

Parameter： 被減數---data3, data2, data1, data0（data3 爲第 24~31 位元，data2 爲第 16~23

位元，data1 爲第 8~15 位元，data0 爲第 0~7 位元） 

 減數---data7, data6, data5, data4（data7 爲第 24~31 位元，data6 爲第 16~23 位

元，data5 爲第 8~15 位元，data4 爲第 0~7 位元） 

Return：  to4, to3, to2, to1, to0 （to4 爲第 32~39 位元，to3 爲第 24~31 位元，to2 爲第

16~23 位元，to1 爲第 8~15 位元，to0 爲第 0~7 位元） 

Stack used： 無 

 

Driver Name： BIN_SUB_32 

Description： 三十二位元有符號數減法運算 

Parameter： 被減數---data3, data2, data1, data0（data3 爲第 24~31 位元，data2 爲第 16~23

位元，data1 爲第 8~15 位元，data0 爲第 0~7 位元） 

 減數---data7, data6, data5, data4（data7 爲第 24~31 位元，data6 爲第 16~23 位

元，data5 爲第 8~15 位元，data4 爲第 0~7 位元） 

Return： to4, to3, to2, to1, to0（to4 爲第 32~39 位元，to3 爲第 24~31 位元，to2 爲第 16~23

位元，to1 爲第 8~15 位元，to0 爲第 0~7 位元） 

Stack used： １ 

 

Driver Name： UNBIN_MUL_32 

Description： 三十二位元無符號數乘法運算 

Parameter： 被乘數---data3, data2, data1, data0（data3 爲第 24~31 位元，data2 爲第 16~23

位元，data1 爲第 8~15 位元，data0 爲第 0~7 位元） 

 乘數---data7, data6, data5, data4（data7 爲第 24~31 位元，data6 爲第 16~23 位

元，data5 爲第 8~15 位元，data4 爲第 0~7 位元） 

Return： to7, to6, to5, to4,to3, to2, to1, to0（to7 爲第 56~63 位元，to6 爲第 48~55 位元，

to5 爲第 40~47 位元，to4 爲第 32~39 位元，to3 爲第 24~31 位元，to2 爲第 16~23

位元，to1 爲第 8~15 位元，to0 爲第 0~7 位元） 

Stack used： 無 



                                   MCU 加、減、乘、除法 

 

 11 

Driver Name： BIN_MUL_32 

Description： 三十二位元有符號數乘法運算 

Parameter： 被乘數---data3, data2, data1, data0（data3 爲第 24~31 位元，data2 爲第 16~23

位元，data1 爲第 8~15 位元，data0 爲第 0~7 位元） 

 乘數---data7, data6, data5, data4（data7 爲第 24~31 位元，data6 爲第 16~23 位

元，data5 爲第 8~15 位元，data4 爲第 0~7 位元） 

Return： to7, to6, to5, to4,to3, to2, to1, to0（to7 爲第 56~63 位元，to6 爲第 48~55 位元，

to5 爲第 40~47 位元，to4 爲第 32~39 位元，to3 爲第 24~31 位元，to2 爲第 16~23

位元，to1 爲第 8~15 位元，to0 爲第 0~7 位元） 

Stack used： 1 

 

Driver Name： UNBIN_DIV_32 

Description： 三十二位元無符號數除法運算 

Parameter： 被除數---data3, data2, data1, data0（data3 爲第 24~31 位元，data2 爲第 16~23

位元，data1 爲第 8~15 位元，data0 爲第 0~7 位元） 

 除數---data7, data6, data5, data4（data7 爲第 24~31 位元，data6 爲第 16~23 位

元，data5 爲第 8~15 位元，data4 爲第 0~7 位元） 

Return： to3, to2, to1, to0（to3 爲第 24~31 位元，to2 爲第 16~23 位元，to1 爲第 8~15

位元，to0 爲第 0~7 位元） 

Stack used： 無 

 

Driver Name： BIN_DIV_32 

Description： 三十二位元有符號數除法運算 

Parameter： 被除數---data3, data2, data1, data0（data3 爲第 24~31 位元，data2 爲第 16~23

位元，data1 爲第 8~15 位元，data0 爲第 0~7 位元） 

 除數---data7, data6, data5, data4（data7 爲第 24~31 位元，data6 爲第 16~23 位

元，data5 爲第 8~15 位元，data4 爲第 0~7 位元） 

Return： to3, to2, to1, to0（to3 爲第 24~31 位元，to2 爲第 16~23 位元，to1 爲 第 8~15

位元，to0 爲第 0~7 位元） 

Stack used： 1 

 

Driver Name： BCD_ADD_32 

Description： 三十二位元 BCD 碼加法運算 

Parameter： 被加數--- data3, data2, data1, data0（data3 爲第 24~31 位元，data2 爲第 16~23

位元，data1 爲第 8~15 位元，data0 爲第 0~7 位元） 

 加數--- data7, data6, data5, data4（data7 爲第 24~31 位元，data6 爲第 16~23 位

元，data5 爲第 8~15 位元，data4 爲第 0~7 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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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turn： to4, to3, to2, to1, to0（to4 爲第 32~39 位元，to3 爲第 24~31 位元，to2 爲第 16~23

位元，to1 爲第 8~15 位元，to0 爲第 0~7 位元） 

Stack used： 無 

Driver Name： BCD_SUB_32 

Description： 三十二位元 BCD 碼減法運算 

Parameter： 被減數--- data3, data2, data1, data0（data3 爲第 24~31 位元，data2 爲第 16~23

位元，data1 爲第 8~15 位元，data0 爲第 0~7 位元） 

 減數--- data7, data6, data5, data4（data7 爲第 24~31 位元，data6 爲第 16~23 位

元，data5 爲第 8~15 位元，data4 爲第 0~7 位元） 

Return： to4, to3, to2, to1, to0（to4 爲第 32~39 位元，to3 爲第 24~31 位元，to2 爲第 16~23

位元，to1 爲第 8~15 位元，to0 爲第 0~7 位元） 

Stack used：  無 

 

Driver Name： BINTOBCD_32 

Description： 三十二位元二進位元轉 BCD 碼 

Parameter： 要進行轉換的二進位元數字--- data3, data2, data1, data0（data3 爲第 24~31 位

元，data2 爲第 16~23 位元，data1 爲第 8~15 位元，data0 爲第 0~7 位元） 

Return： to4, to3, to2, to1, to0（to4 爲第 32~39 位元，to3 爲第 24~31 位元，to2 爲第 16~23

位元，to1 爲第 8~15 位元，to0 爲第 0~7 位元） 

Stack used： 無 

 

Driver Name： BCDTOBIN_32 

Description： 三十二位元 BCD 碼轉二進位元 

Parameter： 要進行轉換的 BCD 碼數--- data3, data2, data1, data0（data3 爲第 24~31 位元，

data2 爲第 16~23 位元，data1 爲第 8~15 位元，data0 爲第 0~7 位元） 

Return： to3, to2, to1, to0（to3 爲第 24~31 位元，to2 爲第 16~23 位元，to1 爲第 8~15

位元，to0 爲第 0~7 位元） 

Stack used： 無 

Driver 的保留字 

data0, data1, data2, data3, data4, data5, data6, data7 

to0, to1, to2, to3, to4, to5, to6, to7 

com0, com1, com2, com3, com4, com5 

count0, count1, count2, count3 

unbin_add_8, unbin_sub_8, unbin_mul_8, unbin_div_8, 

bin_add_8, bin_sub_8, bin_mul_8, bin_div_8 

bcd_add_8, bcd_sub_8, bintobcd_8, bcdtobin_8 



                                   MCU 加、減、乘、除法 

 

 13 

unbin_add_16, unbin_sub_16, unbin_mul_16, unbin_div_16, 

bin_add_16, bin_sub_16, bin_mul_16, bin_div_16 

bcd_add_16, bcd_sub_16, bintobcd_16, bcdtobin_16 

unbin_add_24, unbin_sub_24, unbin_mul_24, unbin_div_24, 

bin_add_24, bin_sub_24, bin_mul_24, bin_div_24 

bcd_add_24, bcd_sub_24, bintobcd_24, bcdtobin_24 

unbin_add_32, unbin_sub_32, unbin_mul_32, unbin_div_32, 

bin_add_32, bin_sub_32, bin_mul_32, bin_div_32 

bcd_add_32, bcd_sub_32, bintobcd_32, bcdtobin_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