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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CU 的 C 編程說明(I) 

文件編碼：HA0046T
 

簡介 
針對 HT-IDE3000 編寫。所有 HT-IDE2000 的功能，HT-IDE3000 版本均包含在內。但請注意，

一些在 HT-IDE2000 上的函數，如 peekPX 等已經被其他形式代替，如需要移植程式，則必

須進行部分修改。 

主要目的是告訴讀者，在組合語言程式所實現的某些功能，如何用 HOLTEK C 來實現。以

及兩者在使用中的一些區別和限制，希望能對使用 HOLTEK 晶片的用戶有所幫助。更多的

HOLTEK C 說明，請見《HT-IDE 3000 User′s Guide》。 

→ 位元變數定義 

• 定義位元變數 

bitname 

這是在 C 語言中定義變數的格式。″bit″ 定義變數類型是 ″位元″，″name″ 是變數名。當

″name″ 是一個總體變數時，系統會自動分配一個位空間。 

Example: 

 bit flag1,flag2;   //系統自動分配 bit 空間給位元變數 flag1、flag2 
 main(){ 
 flag1=flag2=1; 
 } 

• 定義位元變數在指定位置 

#define name_ramaddr_bitaddr 

前置處理指令#define 可以定義位元變數的具體 RAM 位址，這裏僅局限於 RAMBANK0。

″name″是位變數名；″ramaddr″是 RAM 中具體位址；″bitaddr″是位元變數的位址。 

 Example: 

 #define ab _40_3 //ab 位於 RAM bank0 的[40h].3 
 main(){ 
 ab=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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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O 口讀寫操作 

I/O 口可以在 C 程式中，直接對其訪問和賦值(以 Byte 爲單位)。在程式開頭，必須包含 include

文件 ″htXXX.h″，舉例如下： 

#include ″ht48r70a-1.h″ 
… 
main(){ 
… 
_pa=_pb=_pc=0;   //設置 PA,PB,PC 值爲 0 
_pac=_pbc=_pcc=0;   //設置 PA,PB,PC 爲輸出口 
… 
} 
 

→ 表格操作 

• 建立表格 

const var-type name[num]={date0, data1, data2,Ö } 

在程式中，表格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即是在 ROM 空間寫入一連串指定內容，在程式中

可以取出需要的表格資料。C 程式中 const 用來定義常數，同時常數存放在 ROM 空間。

所以，我們定義一個常數陣列，就是向 ROM 空間寫入一連串指定值。 

″var-type″是常數類型，可以是整數或者字元；″name″是常數陣列名稱；″num″是陣列大小；

″data0, data1, data2″是常數陣列內容，即表格內容。″data0, data1, data2″ 可以是 byte 或者

word。 

− Example1 

const long array[3]={0x1234,0x5678,0xabcd}; 
long temp; 
main(){ 
temp=array[0];  //temp=0x1234 
} 

− Example2 

const char array[2]={′a′, ′b′}; 
long temp; 
main(){ 
temp=array[1];  //temp=′a′,a 的字元代碼是 61h 
} 

這樣就建立了一張表格。值得注意的是，每一張表格的大小限制在 256byte 之內，一旦表格

大小超出範圍，則會發生查表錯誤。 



                                      MCU 的 C 編程說明(I) 

 

 3

• 讀取表格內容 

讀取表格內容，即讀取常數陣列的第 n 個資料。因此我們讀取 array[n]的內容，就可以了。

陣列的第一個資料從 array[0]開始。 

Example: 

const long array[3]={0x1234,0x5678,0xabcd}; 
long t1,t2,t3; 
main(){ 
 t1=array[0];   //t1=0x1234 
 t2=array[1];   //t2=0x5678 
 t3=array[2];   //t3=0xabcd 
 } 

→ ROMBANK 和 RAMBANK 

• ROMBANK 的設置和訪問 

在 HOLTEK很多 MCU 的硬體結構中，ROM 如果大於 8K 的空間的話，就被分爲若干個

BANK，8K=1BANK。例如 HT48RA3 有三個 ROMBANK（BANK0, BANK1, BANK2）。 

在對 ROMBANK 的操作上，組合語言程式和 C 程式有著概念上的不同，即彙編需要明確

程式具體在哪個 ROMBANK，如何去訪問等等；C 程式完全不必考慮這點，C 編譯器會

實現自動 ROMBANK 的設置和訪問動作。 

因此，我們在 C 程式中看不見任何有關 ROMBANK 的陳述式。 

• RAMBANK 的設置和訪問 

HOLTEK 一些 MCU 如 HT49系列(帶 LCD顯示)、HTG21 系列(GAME)有多個 RAMBANK。

變數可以指定在各個 RAMBANK，如下的定義： 

int v1 @ 0x5B ; 定義 v1 在 RAM bank0 的地址 5BH 

int v2 @ 0x2F0 ; 定義 v2 在 RAM bank2 的地址 F0H 

→ 範例：流水燈程式 

硬體說明：採用 HT48R50A-1 晶片，PA、PB 口直接 LED 輸出，系統頻率 4MHz。0.5S流水

燈轉動一次。 

軟體程式： 

#include <ht48r50a-1.h> 
#pragma vector extern_i @ 0x4 //定義中斷副程式位置 
#pragma vector timer_i0 @ 0x8 
#pragma vector timer_i1 @ 0xc 
#define _te _0e_4 
unsigned int count; 
unsigned int light0,light1; 
//ISR 
void extern_i(){ 
} 
 
//Timer0 用於 2ms 中斷時間 
void timer_i0(){ 
if (count==250)  //0.5s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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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c=0; 
 if (light1==0x1) 
{_c=1; 
} 
_rrc(&light0);    //流水燈迴圈輸出 
_rrc(&light1);  
count=0; 
} 
else count++; 
} 
 
void timer_i1(){ 
} 
 
//MAIN 主程式 
void main(){ 
_clrwdt(); 
_intc=00; 
_tmr0c=0x87; 
_tmr0=0xe1;  
_pac=_pbc=00;      //設置 PA、PB 口爲輸出口 
light0=0x80; 
light1=0x00; 
_et0i=1;       //開啟中斷 
_emi=1; 
_te=1; 
while (1)    
{_clrwdt(); 
_pa=light0;      //PA、PB 口輸出 
_pb=light1;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