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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47R20A-1 中 A/D 轉換的使用介紹 

文件號碼：HA0032T 

簡介 

HT47R20A-1 有兩個 RC 型的 A/D 轉換通道，包含兩個可程式 16 位元向上計數的計數器，

計數器 A 的時鐘來源可以是系統時鐘、指令時鐘(系統時鐘/4)或 RTC 中斷信號，計數器 B

的時鐘來源是外部 RC 振盪電路。當 ADC/ TM位元爲 ″1″ 時 (暫存器 ADRC 的第 1 位元)，

TMRAL、TMRAH、TMRBL、TMRBH 組成了 A/D 轉換器。 

A/D 轉換計時器 B 的時鐘來源可以來自通道 0 (IN0 外部時鐘輸入模式、RS0~CS0 振盪器、

RT0~CS0 振盪器、CRT0~CS0 振盪器(CRT0 爲一電阻)或 RS0~CRT0 振盪器(CRT0 爲一電容)

或來自通道 1(RS1~CS1 振盪器、RT1~CS1 振盪器或 IN1 外部時鐘輸入))。 

與 A/D 轉換有關的暫存器有 TMRAH、TMRAL、TMRC、TMRBH、TMRBL 和 ADRC。內部

計時器時鐘輸入到 TMRAH 和 TMRAL 中，A/D 時鐘輸入到 TMRBH 和 TMRBL 中；賦初值

時要先寫入低位元組，再寫入高位元組；讀取時則要先讀高位元組，再讀低位元組。如果

想對兩組時鐘計數器賦不同的初值，則一定要先將 ADCR 暫存器的第一位置爲 1 後再進行

操作。OVB/OVA位元(ADCR 暫存器的第 0 位元)用來設置計時器 A(或計時器 B)溢位作爲定

時/計數器中斷信號。在 A/D 轉換模式下，當計時器 A(或計時器 B)溢位時 TON 位元被清除

並且計數器停止計數。此次 A/D 轉換相應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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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標 位元 功能說明 

OVB/OVA  0 

在 RC 型 A/D 轉換模式下，該位元用來定義定時/計數器中斷來自計時器 A

溢位或計時器 B 溢位 (0=計時器 A 溢位, 1=計時器 B 溢位) 

在定時/計數器模式下，該位元空缺 

ADC/ TM  1 
設定定時/計數器或 RC 型 A/D 轉換器允許 

(0=定時/計數器允許, 1=A/D 轉換器允許) 

ó  2~3 未定義，讀取時爲 ″0″ 

M0 

M1 

M2 

M3 

4 

5 

6 

7 

定義 A/D 轉換器的工作模式(M3, M2, M1, M0) 

0000=IN0 外部時鐘輸入模式 

0001=RS0~CS0 振盪器(參考電阻和參考電容) 

0010=RT0~CS0 振盪器(感測器電阻和參考電容) 

0011=CRT0~CS0 振盪器(感測器電阻和參考電容) 

0100=RS0~CRT0 振盪器(參考電阻和感測器電容) 

0101=RS1~CS1 振盪器(參考電阻和參考電容) 

0110=RT1~CS1 振盪器(感測器電阻和參考電容) 

0111=IN1 外部時鐘輸入模式 

1xxx=未定義 

ADCR 暫存器 

暫存器 ADCR 的 4~7 位元用來決定選取哪一組電阻、電容來組成 TMRBH 和 TMRBL 的振盪

輸入。 

暫存器 TMRC 的 TM0、TM1、TM2 用來決定計時器 A 的時鐘來源。計時器 A 的時鐘來源可

以是系統時鐘、指令時鐘或即時時鐘超時時鐘。 

當 TON 位元(TMRC 的第 4 位元)置爲 ″1″ 時，計時器 A 和計時器 B 就開始計數，直到計時

器 A(或計時器 B)發生溢位，此時，定時/計數器便置位元中斷請求旗標(TF；INTC1 的第 4

位元)，同時計數器 A 和計數器 B 停止計數並 TON 位元被清除爲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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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感器 

A/D 轉換的使用 

• 硬體部分 

感測器接至 CRT0 引腳，電容接至 CS0 引腳，電路圖如下。 

 

 

 

 

 

 

 

 

 

• 軟體部分 

程式中設置 TIMER A 的時鐘源爲系統時鐘，TIMER B 對外部 RC 振盪輸入計數，並選擇

TIMER A 溢位作爲中斷。 

• 程式清單 

include ht47r20a-1.inc 
data .section ′data′ 
count1 db ?   ;count1、count2 用來保存 TIMER B 的計數值 
count2 db ? 
 
code .section at 0 ′code′ 
 org 00h 
 jmp start 
 org 04h 
 reti 
 org 08h 
 reti 
 org 0ch 
 reti 
 org 10h 
 jmp ad_int  ;定時/計數器中斷入口 
;-------------------------------------------------------------- 
start: 
 clr intc0 
 clr intc1 
 mov a,04h   ;下降緣計數 
 mov tmrc, a  ;TIMER A 的時鐘來源爲系統時鐘 
 mov a,00110010b ;A/D 轉換允許 
 mov adcr,a  ;並設置 TIMER B 時鐘來源爲 CRT0-CS0 振盪輸入 
 clr acc   ;定時/計數器賦初值 
 mov tmra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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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v tmrah,a 
 mov tmrbl,a 
 mov tmrbh,a 
 set tmrc.4  ;打開計數器，Timer A 和 Timer B 開始計數 
 set intc1.0  ;定時/計數器中斷允許 
 set intc0.0  ;總中斷允許 
 jmp $   ;A/D 轉換進行中 
;------------------------------------------------------------- 
;轉換結束，進入中斷程式 
ad_int:    ;定時/計數器中斷服務副程式 
 mov a,tmrbh  ;讀取 Timer B 高位元組內容 
 mov count1,a  
 mov a,tmrbl  ;讀取 Timer B 低位元組內容 
 mov count2,a 
 call calculate ;計算 
 reti 
;------------------------------------------------------------- 
calculate proc   ;計算過程 
 ret 
calculate endp 

 下面介紹一種 A/D 轉換的計算方法。 

以第一通道爲例，當振盪源爲參考電阻 RS、參考電容 CS 時，設頻率爲 fRSCS，有： 

fRSCS=N/(RS×CS)---------------------------(1) 

N——常數 

同樣，當振盪源爲感測器電阻 RT、參考電容 CS 時，有： 

fRTCS=N/(RT×CS)---------------------------(2) 

設計數時間爲 T，則在 T 時間內，檢測到的振盪次數爲 

K=f×T---------------------------------------(3) 

由(1)、(3)式得： 

KRSCS=N×T/(RS×CS)----------------------(4) 

由(2)、(3)式得： 

KRTCS=N×T/(RT×CS)----------------------(5) 

(4)、(5)式兩邊分別相比得： 

RT= KRSCS×RS/KRTCS-----------------------(6) 

這就是感測器電阻的計算公式，由此公式可見，感測器 RT 的測量值與參考電容無關。所以

RT 的測量值與參考電容的精度無關，與參考電阻 RS 的精度有關。由時間 T 內計到的 RS~CS

的振盪次數 KRSCS，時間 T 內計到的 RT~CS 的振盪次數 KRTCS，即可算出 RT 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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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要測量感測器電容時，同樣可得到： 

CT= KRSCS◊  CS/ KRSCT---------------------(7) 

注意，參考電容應爲精密電容。 

 (6)式雖然可得到 RT 的值，但是要算一個乘法、一個除法，都是比較複雜的運算，在(6)式

中，要是能讓 

RS/ KRTCS=2
n

--------------------------------(8)
 

則得： 

RT= KRSCS◊  2
n

------------------------------(9) 

下面，我們根據 HT47R20A-1 的特點，介紹一種方式，使得 RT 可以根據(9)式算出。 

• 預估 RT 的值決定 n： 

以 RT、CS 爲振盪源，測量在時間 TX 內 IN0 口輸入的脈衝個數 KRT0CS。根據 KRT0CS來預估

RT 的值從而決定 n 的值。 

這裏，n 值主要是由用戶根據所需感測器的測量速度決定的，我們建議 n=0~8。或者

n=-1~7。用戶可根據自己的需要選擇。這樣我們可以將 TX 時間內測量到的脈衝次數分成

9 檔，存入表格，測量出 KRT0CS 的值時，查表就可得出對應的 n。TX 可選擇在 0.5 秒之內。

用戶可根據需要自己定。一般只要能決定 n 的值，TX 越小越好。 

• 決定需要測量的脈衝 KRTCS： 

n 值定好後，由(8)式得： 

KRT1CS= RS/2
n

-------------------------------(10) 

四捨五入取 RS/2
n

的整數爲 KRTCS。 

 現在回到(6)式子，RS 爲已知，KRTCS已經找到，並且，RS/KRTCS=2
n

，現在，只要找到 KRSCS，

就能由(9)式得到 RT。 

 這裏需要注意的是，由(3)、(4)式可以看出，測量 KRTCS 和 KRSCS 的時間必須一樣。假設測

量的時間爲 T0。 

• 找出 T0： 

以 Timer B 計數，Timer A 定時，以 RT、CS 爲振盪源。Timer B 初始值爲(65536-KRTCS)，Timer 

A 初始值爲 0h，並設 Timer B 溢位作爲中斷。發生中斷後，讀取 Timer A 中的值，即爲

T0。做這些工作時，要注意定時/計數器讀/寫的先後順序。 

• 尋找 KRSCS： 

現在，T0已經定好了，我們就可以找出在 T0時間內，RS、CS 的振盪次數 KRSCS。 

以 Timer B 計數，Timer A 定時，以 RS、CS 爲振盪源。Timer A 初始值爲(65536-T0)，Timer 

B 初始值爲 0h，並設 Timer A 溢位作爲中斷。發生中斷後，讀取 Timer B 中的值，即爲

KRS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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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出 RT 

回到(9)式，所有的值都已經得到，只要將 KRSCS 左移或右移 n 位元，就可以得到 RT 的值。

RT 的值得出後還沒有大功告成。根據我們實驗室得出的資料，即使感測器沒有誤差，用

HT47R20A-1 測量出來的值還是和實際的值有一定的誤差。結果如下圖： 

HT47R20A-1 RT*FRTCS (RS=100kΩ, CS=470pF)-VDD (2.4V/3.0V/4.0V/5.0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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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RT 測量值和實際值對照表 

 由表可看出，RT 在接近參考電阻 RS 的地方，誤差最小，在遠離參考電阻 RS 的地方誤

差最大。我們可以根據測量到的電阻值對照上圖進行校正。 

• 校正 

如圖，我們將曲線分成線性的 3 段：RT 從 1000~10k、從 10k~1M、從 1M~10M。測出 RT

後，找出在三段曲線中的哪一部分，用內差法校正。這樣校正要計算，會比較麻煩。另

一種方法查表法可能會相對簡單。 

用感測器測量溫度時，一般會在感測器電阻值和對應溫度之間建一個表格，在建表格時，

可以先考慮到 HT47R20A-1 測量誤差，這樣測出 RT 直接去查表就可以直接消除誤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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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式範例： 
INCLUDE ht47r20a-1.INC 
tempdata .section ′data′ 
 
;計算中用到的變數 
numb   db ? 
data0  db ? 
data1  db ? 
data2  db ? 
data3  db ? 
data5  db ? 
data4  db ? 
loop   db ? 
com0   db ? 
com1   db ? 
com2   db ? 
over_flow dbit 
temp_acc  db ? 
temp_status db ? 
;A/D 測量值存放變數 
refr_h          db ? 
refr_l          db ? 
testr_h          db ? 
testr_l  db ? 
 
ad_bit  dbit 
 
over_ad  dbit 
temp_flag dbit 
 
rs_h   equ 03H ;對應標準電阻賦初始值 03e8h(100K) 
rs_l   equ 0e8h 
code .section at 0000h ′code′ 
;--------------------------------------------------------------- 
 org 00h 
 jmp start 
 org 04h 
 reti 
 org 08h 
 reti 
 org 0ch 
 reti 
 org 010h 
;A/D 中斷副程式 
temper_flag_set: 
 mov temp_acc, a 
 mov a, status 
 mov temp_status, a ;進入中斷保護 
 set temp_flag  ;一次轉換結束，可以進行下一次轉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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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lr  tmrc.4 
     sz ad_bit 
      jmp ref_ad 
 mov  a, tmrbh   ;RS0~CS0 振盪器組得到的值 
 mov  refr_h, a 
 mov  a, tmrbl 
 mov  refr_l, a 
 set ad_bit 
 mov a, temp_status 
 mov status, a 
 mov a, temp_acc 
 reti 
ref_ad: 
 mov  a, tmrbh   ;RT0~CS0 振盪器組得到的值 
    mov  testr_h, a 
 mov  a, tmrbl 
 mov  testr_l, a 
 set over_ad 
 clr ad_bit 
 mov a,temp_status 
 mov status,a 
 mov a, temp_acc 
 reti 
;--------------------------------------------------------------- 
start: 
     clr  intc0 
      clr  intc1 
 
 mov a, 3fh 
 mov mp0, a 
 mov a, 40 
clr_ram: 
 inc mp0 
 clr r0 
 sdz acc 
 jmp clr_ram 
 
      set intc0.0   ;總中斷允許 
      set intc1.0   ;計數器中斷允許 
 set temp_flag  ;A/D 進行中的一個旗標位元， 
     ;temp_flag=0 表示轉換進行中。初始值爲 1 
;--------------------------------------------------------------- 
main: 
 snz temp_flag  ;temp_flag=1,可以進行下一次轉換 
 jmp main   ;ad_convert＝0 正在進行中 
 sz over_ad   ;一次完整的操作結束(兩次 A/D 轉換) 
 jmp dowith_ad  ;去計算待測電阻值的結果 
 

 mov a, 12h   ;RS0~CS0 振盪器 
 sz ad_bit   ;ad_bit=0 means 正在進行參考組的計數 
 mov a, 22h   ;RT0~CS0 振盪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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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v adcr, a    
 mov a, 00h   ;對 timer 賦初值  
     mov tmral, a 
      mov tmrah, a 
 mov  tmrbl, a 
 mov  tmrbh, a 
 set tmrc.4   ;A/D 轉換開始 
 clr temp_flag  ;temp_flag=0 表示轉換進行中 
 jmp main   ;ad_convert=0 正在進行中 
;---------------------------------------------------------------  
dowith_ad: 
 clr over_ad 
 call get_resistor_value ;一次乘法和一次除法 
 jmp $   ;得到待測的電阻值 
;*************************************************************** 
get_resistor_value: 
 mov a, rs_h 
 mov data1, a 
 mov a, rs_l 
 mov data0, a   ;data0,data1*data2,data3=to0, 
     ;to1,to2,to3 
 mov a, refr_h 
 mov data3, a 
 mov a, refr_l 
 mov data2, a 
;--------------------------------------------------------------- 
;被乘數---data1,data0 ;乘數-----data3,data2  
;乘積-----data5,data4,data3,data2 
mul16: 
 mov a, 10h 
 mov loop, a 
 clr data4 
 clr data5 
mul_loop: 
 snz data2.0 
 jmp no_add 
 mov a, data0 
 addm a, data4 
 mov a, data1 
 adcm a, data5 
no_add: 
 clr c 
 rrc data5 
 rrc data3 
 rrc data2 
 sdz loop 
 jmp mul_loop 
;---------------------------------------------------------------  
;data5,data4,data3,data2/data1,data0=data5,data4,data3,data2 
;emainder: com1,com2 
div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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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v a, testr_h 
 mov data1, a 
 mov a, testr_l 
 mov data0, a 
 clr com0 
 clr com1 
 clr com2 
 mov a, 32 
 mov numb, a 
 
 clr over_flow 
 sz data1 
 jmp no_zero 
 sz data0 
 jmp no_zero 
 set over_flow 
 ret 
no_zero: 
 set c 
 rlc data2 
 rlc data3 
 rlc data4 
 rlc data5 
 rlc com2 
 rlc com1 
 rlc com0 
 
 mov a, com2 
 sub a, data0 
 mov com2, a 
 mov a, com1 
 sbc a, data1 
 mov com1, a 
 sz c 
 jmp goujian_2 
 sz com0.0 
 jmp goujian_2 
 clr data2.0 
 mov a, data0 
 addm a, com2 
 mov a, data1 
 adcm a, com1 
goujian_2: 
 sdz numb 
 jmp no_zero 
 ret 
;***************************************************************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