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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48 MCU 的 WDT 的使用 

文件編碼：HA0019T 

簡介 
在 HT48 系列微控制器內部有一個看門狗電路，主要是用來防止應用程式跳到未知的地方或

是進入閉環。本文以 HT48R10A-1 爲例，介紹 HT48 系列中 WDT 的使用方法及其注意事項。 

使用說明 
WDT 的前置除頻暫存器是 WDTS(09H)，WDT 的溢位會置位元 TO 旗標；執行″CLR WDT″

會清除 TO 旗標，″CLR WDT″指令同時會清除 PD 旗標。WDT 可由配置選項禁能，禁能後，

所有對 WDT 的操作將無效。 

看門狗定時器的時鐘源由配置選項來決定，可以選擇爲 WDT 時鐘(WDTCLK)、即時時鐘(RTC)

或是指令時鐘(系統時鐘/4)。WDT 的計數溢位將使晶片″重置″，各值可見晶片說明中的表，

但在 HALT 模式下，將使晶片″熱重設″(只有 PC 和 SP 會被設置為零)。 

在 HT-IDE3000 中選擇配置選項時，應先選取 OSC 選項，這樣，對應的時鐘源才會在 WDT

項出現。最後，要選好 WDTinstr 選項以確定清除 WDT 的指令方式。 

RTC 時鐘僅在內部 RC 振盪器+RTC 模式中有效。如果看門狗定時器的時鐘源爲指令時鐘，

則看門狗定時器在 HALT 模式中會停止計數並失去保護功能。在這情況下，只能通過外部

邏輯來重新啓動系統（喚醒或重設位元），所以最好使用內置的 RC 振盪器(WDT 振盪源)或

32kHz 的 RTC 作時鐘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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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三種方式可以清除看門狗定時器的內容，分別是：外部重置、軟體指令和暫停指令這三

種方式。其中，軟體程式指令包括兩種，分別爲″CLR WDT″和一組″CLR WDT1″、″CLR WDT2″

指令，應用時只能選擇其中的一種，由配置選項來決定。如果選的是″CLR WDT″（即 CLR 

WDT 次數爲一）的話，只要執行″CLR WDT″指令即會清除看門狗定時器的內容。而如果選

的是″CLR WDT1″和″CLR WDT2″這組指令（即 CLR WDT 次數爲二），這兩個指令必須交換

執行才能清除看門狗定時器的內容，否則，看門狗定時器會因爲超時而將系統重置。 

WDT 的溢位時間，由 WDT 的時鐘源和選定的 WDTS 暫存器的除頻係數決定。（見表）WDTS

的高五位元是爲使用者預留的特殊旗標。 

WS2 WS1 WS0 除頻率 

0 0 0 1：1 

0 0 1 1：2 

0 1 0 1：4 

0 1 1 1：8 

1 0 0 1：16 

1 0 1 1：32 

1 1 0 1：64 

1 1 1 1：128 

看門狗定時器除頻係數選擇 

溢位時間計算公式如下： 

TOVER=WDT 時鐘源單位時間×八階預除頻(256)×前置除頻係數(由 WDTS 決定) 

例如：WDT OSC 時鐘源的最大溢位周期＝130µs(最大單位時間=1/最小時鐘頻率)×256(固定

值)×128(最大除頻係數)=4.26s 

SYSTEM FREQUENCY/4 時鐘源的最小溢位周期=0.5µs(最快指令周期)×256(固定值)×1(最小

除頻係數)=128µs 

各種時鐘源的 WDT 的最大、最小溢位時間： 

時鐘源 最大溢位周期 最小溢位周期 

WDTOSC (RC) 4.26s 8.19ms  

32kHz (RTC) 1.00s 7812.5µs 

System Frequency/4 327.68ms 128µs 

此表值爲 VDD=5V 時理論推導參數，其中：最大溢位周期採用相應時鐘源的最大單位時間，

除頻選擇爲 128。最小溢位周期採用相應時鐘源的最快單位時間，除頻選擇爲 1。表值未考

慮溫度等外界環境的影響，僅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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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式範例 

範例一 

程式名：wdttimeover.asm 
作者：黃山雲 
目的：介紹 wdt 的基本使用 
配置選項：wdtinstr 選項選 one clear instruction 
程式清單： 
INCLUDE HT48R10A-1.INC 
data  .section  ′data′ 
count1 db  ? 
code .section  ′code′ 
org 10h   ;這是第一個程式分區 
sz status.5   ;TO沒有溢位則進入閉環  
jmp $    ;(1)溢位則等待 
jmp start2 
start: nop 
clr wdt   ;該指令將防止 WDT 的溢位 
start2:   ;閉環區 
nop 
mov a,03h   ;設除頻係數爲 128 
;clr wdt   ;若放在此處將無法使系統重置 
mov wdts,a   ;設定 WDT 定時時間 
jmp start2   ;設置的閉環 

• 範例一程式說明 

該程式表明 WDT 的最基本應用，運行該程式一段時間後，程式指標將停於(1)處，表明

WDT 避免了閉環的發生。同時表明當閉環中包含了僅有的一條 WDT 清除指令時，程式

仍然無法正常重置。 

範例二 

;程式名:wdttimeover1.asm 
;作者：黃山雲 
;目的：該程式表明了使用一組(兩條)″CLR WDT″指令時，程式的結構 
;配置選項：wdtinstr 選項選 two clear instruction 
;程式清單： 
INCLUDE HT48R10A-1.INC 
 data  .section  ′data′ 
 count1 db  ? 
 code  .section  ′code′ 
 org 10h   ;這是第一個程式分區 
 sz status.5   ;TO沒有溢位則進入閉環 
 jmp $   ;(1)溢位則等待 
jmp start2 
start: nop 
 clr wdt2   ;(2)該指令將防止 WDT 的溢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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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rt2:   ;閉環區 
 nop 
 mov a,03H   ;設除頻係數爲 128 
 clr wdt1   ;(3)閉環包含了一條″CLR WDT″指令 
 mov wdts,a   ;設定 WDT 定時時間 
 jmp start2;(4)設置的閉環 

• 範例二程式說明 

程式在(4)處設置了一閉環，該閉環包含了(3)處的 WDT 計數清除指令″CLR WDT1″，但由

於(2)處的″CLR WDT2″指令的不在迴圈內，WDT 計數器仍繼續計數，程式仍將被 WDT 重

定，最終程式會停在(1)處，從而避免了閉環的發生。 

注意: 使用一組清除指令時，MASK OPTION/WDTINSTR 需選定清除 WDT 的指令個數爲″TWO 

CLEAR INSTRUCTIONS″。否則，將按一條清除 WDT 執行。本程式將無法回到預定的(1)處。 

WDT 溢位後，程式將由 000H開始執行。所以，如果在程式中使用了 ORG指令進行了程式

分區，一定要注意是從第一個分區開始重新執行程式。 

程式也表明，當閉環中含有″CLR WDT″指令時，無法實現重定，必須採用兩條″CLR WDT″
指令結合的辦法，才能正確重定。 

範例三 

程式名：wdttime.asm 
;作者：黃山雲 
;目的：演示溢位時間的設定，並測量 
;配置選項：osc 爲 32khzRTC+BUILTIN RC，TMR_CLK 爲 32KHZRTC 
;程式清單: 
include  ht48r10a-1.inc 
;-------------------------------------------------------------- 
data  .section  ′data′ 
  count1 equ [40h] 
  count2 equ [41h] 
  temp equ [42h] 

;-------------------------------------------------------------- 
code  .section at 0h  ′code′ 
org 00h 
 jmp start 
org 08h 
 jmp intstart 
start: 
 sz STATUS.5 
 jmp $ 
 clr count1 
 clr count2 
 clr temp 
 mov a,07H   ;設除頻係數爲 128 
 mov  WDTS,a   ;設定 WDT 定時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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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n: 
 mov a,84h   ;採用 fSYS=32k RTC 
 mov tmrc,a  
 set intc.0   ;開啓總中斷 
 set intc.2   ;開啓定時器 
 mov a,00h   ;初始值爲 0 
 mov tmr,a 
 set tmrc.4   ;允許計數 
$2: 
 snz status.5  ;等 WDT 溢位 
 jmp $2 
 clr tmrc.4   ;停止計數 
 jmp $ 
intstart:  
 inc count1   ;每 256MS 計數一次 
 sz count1 
 jmp $1 
 inc count2   ;可計算更長的延時 
 sz count2 
 jmp $1 
 jmp $ 
 $1: 
 reti 
end 

• 範例三程式說明 

本程式將分別計算各個不同時鐘源所決定的溢位時間：由於 WDT 溢位重定，並不影響

TMR 暫存器，所以，可以利用計時器測量 WDT 的各個模式的溢位時間。程式計時器的

時鐘源爲 32K RTC，即每 1ms 計數一次。當WDT 溢位時，將置位元 TO 旗標，程式將不

斷監測 TO 旗標，一旦 TO 被置位將停止計時器的計數。 

當時鐘源選擇 WDT 時鐘(正常情況下)，RC 振盪器的頻率爲 65µs/5V。 

理論值： 

時鐘源 看門狗溢位週期 配置選項 

WDTOSC 65µs×256×128=2.1299s WDT 爲 RC OSC 

32kHz (RTC) 31.25µs×256×128=1.024s WDT 爲 32kHZ RTC 

System Frequency/4 1×256×128=0.032768s WDT 爲 T1 

WDTS 的除頻係數選擇爲 128 

注意: System Frequency爲 4000k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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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量值 

其計算公式如下： 

TOVER=1ms×256×COUNT1+TMR 

時鐘源 看門狗溢位週期 相對誤差 

WDTCLK 9×256+256=2.56S 0.1% 

32kHz（RTC） 4×256+1=1.025S 0.1% 

System Frequency/4 21H=33ms 0.7% 

注意: 本程式未考慮程式指令執行的誤差，此外，時基信號的波動也會導致誤差的出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