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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49 MCU 定時/計數器的使用 

文件編碼：HA0027T 

簡介 

本文主要介紹 HT49 系列中的定時/計數器的使用及注意事項。 

HT49 系列 TIMER 時鐘來源如下表所示： 

HT49R30A-1 HT49R50A-1/HT49R70A-1 
 

Timer Timer0 Timer1 

配置選項 
系統時鐘 

系統時鐘/4(指令時鐘) 

系統時鐘 

系統時鐘/4(指令時鐘) 

系統時鐘 

timer0 溢出信號 

time base 溢出信號 

程式控制位元選擇 外部時鐘 
外部時鐘 

RTC 溢出信號 
外部時鐘 

定時/計數器 0 或 1，如果選的是外部時鐘輸入，則允許使用者對外部事件計數、測量時間

間隔或是脈衝寬度或是用來産生精確的時基。 

yu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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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對暫存器 TMR0/TMR1 和 TMR0C/TMR1C 的程式來控制定時/計數器 0/1 的工作模式和計

數初值。暫存器結構及各位元的定義如下表所示： 

名稱 位元 功能說明 

— 0~2 未定義，讀取時爲″0″ 

TE 3 
定義定時/計數器 TMR0 作用緣 

(0=上升緣作用, 1=下降緣作用) 

TON 4 
致能/禁能計時器計數 

(0=禁能, 1=致能) 

TS 5 
內部時鐘來源選項 

(0=RTC 輸出, 1=系統時鐘或是指令時鐘) 

TM0 

TM1 

6 

7 

定義操作方式(TM1, TM0) 

01=計數器模式(外部時鐘) 

10=計時器模式(系統時鐘) 

11=脈衝寬度測量模式(外部時鐘) 

00=未定義 

TMR0C 暫存器 

名稱 位元 功能說明 

— 0~2 未定義，讀取時爲″0″ 

TE 3 
定義定時/計數器 TMR1 作用緣 

(0=上升緣作用, 1=下降緣作用) 

TON 4 
致能/禁能計時器計數 

(0=禁能, 1=致能) 

TS 5 
內部時鐘來源選項 

(0=時鐘由配置選項決定, 1=指令時鐘) 

TM0 

TM1 

6 

7 

定義操作方式 

01=計數器模式(外部時鐘) 

10=計時器模式(內部時鐘) 

11=脈衝寬度測量模式(外部時鐘) 

00=未定義 

TMR1C 暫存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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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通過幾個實際程式來說明定時/計數器的使用： 

程式範例 

→ 計時器模式的使用 

本例在於說明定時/計數器定時模式的使用方法，使用晶片 HT49R50A-1，時鐘來源採用系統

時鐘的四分頻。設定 TM0、TM1 爲 10，則爲計時器模式；TE 爲 0, 上升緣觸發。 

• 配置選項 

− 振盪器爲 RC 型，頻率爲 400kHz 

− 計時器 0 配置選項時鐘來源選擇爲系統頻率/4 

− PA 口選爲 CMOS 

 計時器初值爲 9CH，希望在 PA 口産生 500Hz 的方波波形 

 計時器初值計算方法如下： 

 設初值爲 X 

由已知條件可知 T=1 / f=1 / (4 × 10
5 
/ 4) = 1×10

-5 

(2
8
－X) × 1 × 10

-５
= 10

-３
, X = 156 

 以八位元的二進位表示爲 10011100，所以寫入 TMR0 的初值應爲 9C。 

• 程式說明 

在定時/計數器每次溢出的時候，中斷操作爲對 PA 口輸出反向位埠，這樣，就會産生一

系列脈衝。在 PA 口用示波器進行測量頻率爲 500Hz。 

• 程式清單 

;------ -------------------------------------------------------- 
;FILE NAME：timeruse1.asm 
;作者：阮欽 
;目的：說明 49 系列 timer 定時模式的使用 
;;; 
;-------------------------------------------------------------- 
include ht49r50a-1.inc 
code .section at 0h ′code′ 
 org 00h 
  jmp  start 
 org 0ch 
  cpl  pa  ;中斷處理,對 PA 口取返,以産生脈衝波形 
  reti 
 org 20h 
 start: 
  clr  pa  ;PA 口清除為″0″  
  set  intc0.0 ;開始中斷 
  set  intc0.3 ;開始定時/計數器 0 中斷 
  mov  a,9Ch ;設定計數初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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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v  tmr0,a 
  mov  a,0a0h ;設定爲定時模式,時鐘來源爲外部時鐘/4 
  mov  tmr0c,a 
  set  tmr0c.4 ;允許計數 
  jmp  $ 
end 

→ 計數模式的使用 

本例在於說明 TIMER 在計數模式時的操作方法。設定 TM0、TM1 位元爲 01，則工作在外

部計數模式；TE 位元爲 0, 上升緣觸發。 

• 程式清單 

;-------------------------------------------------------------- 
;FILE NAME：countermode.asm 
;作者：阮欽 
;目的：說明 49 系列 timer 計數模式的使用方法 
;;; 
;------------- ------------------------------------------------- 
include ht49r50a-1.inc 
data .section ′data′ 
 count db ? 
code .section ′code′ 
 org 00h 
  jmp  start 
  org  0ch 
  jmp  count1 ;跳到中斷服務副程式 count1 
 org  20h 
 start: 
  clr  count ;count 位元清除為″0″ 
  mov  a,09h ;設定定時/計數器允許中斷 
  mov  intc0,a 
  mov  a,40h ;設定爲計數模式,上升緣觸發 
  mov  tmr0c,a 
  mov  a,0cdh ;設計數初值 
  mov  tmr0,a 
  set  tmr0c.4 ;允許計數 
  jmp  $ 
 count1:   ;中斷服務副程式 
  inc  count ;中斷産生,count 增加 1 
  mov  a,count ;計數值放入累加器 
  sub  a,64h ;判斷中斷次數是否滿 100 
  sz   acc 
  reti 
  clr  count ;滿 100 次則 count 清除為″0″ 
  reti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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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脈衝寬度測量模式的使用 

本例說明脈衝寬度測量模式的使用方法。設定 TM0、TM1 位元爲 11，工作模式即爲脈衝寬

度測量模式，TE 位元爲 1，測量高準位的寬度。 

在脈衝寬度測量模式時，其 TON 和 TE 位元皆爲 1 時，如果引腳 TMR0/TMR1 接收到一個上

升緣信號 (如 TE 值爲 0，則爲下降緣信號) 時，計數器會開始計數直至 TMR0/TMR1 引腳回

到原來的準位爲止，並且會將 TON 清除為 ″0″，只有這種模式 TON 會自動清除為 ″0″，其

他模式 TON 位元只可以用指令清除。計數器停止計數，測量的結果則仍然保留在定時/計數

器之中。換句話說，脈衝寬度測量模式只能測量一個脈衝。只要 TON 位元又被設定，則當

引腳 TMR0/TMR1 接到調變脈衝，測量周期會再次執行下去。在這個脈衝寬度測量模式中，

定時/計數器並不會根據邏輯準位來計數，其根據的標準爲信號的觸發。一旦發生計數器溢

出，計數器會從定時/計數器載入暫存器重新裝入，同時還會發出中斷請求，這個情況和事

件計數模式和計時器模式一樣。 

• 配置選項 

選石英振盪器，振盪頻率設爲 4000kHz 

• 測試結果 

該程式脈衝測量範圍爲 8Hz~500kHz 

• 程式清單 

;-------------------------------------------------------------- 
;FILE NAME：pulse.asm 
;作者：阮欽 
;目的：說明 49 系列 timer 脈衝寬度測量模式的使用方法 
;;; 
;-------------------------------------------------------------- 
include ht49r50a-1.inc 
data .section ′data′ 
 count db ? 
code .section ′code′ 
 org  00h 
  jmp  start 
 org  0ch 
  inc  count ;若脈寬超過 0FFH,則計時器溢出,計數位元加 1 
  reti 
 org 20h 
 start： 
  clr  count ;程式初始化 
  clr  intc0 
  mov  a,09h 
  mov  intc0,a ;允許總中斷及計時器 0 中斷 
  mov  a,00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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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v  tmr0,a ;設定計數初值 
  mov  a,0ffh 
  mov  tmr0c,a ;設定模式爲脈衝寬度測量模式,測量高準位  
 loop： 
  snz  tmr0c.4 ;查詢計數允許位元，看測量是否結束 
  jmp  count1 ;結束(計數控制位元爲 0)則跳到 count1 
  jmp  loop ;未結束(計數控制位元爲 1)則繼續迴圈等待測量 
     ;結束 
 count1： 
  mov  a,tmr0 
  jmp  $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