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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内容介绍 

 本书先介绍合泰触摸单片机开发环境的搭建

源，实战练习 BS84C12 单片机各资源的使用编程

1.2 本书配套开发板

 开发板资源： 

 基于 BS84C12A-3 单片机

 触摸按键：12 个电容式触摸按键

 软件模拟 UART ,控制 TM1652

 软件模拟 IIC，控制时时钟芯

 12Bit ADC 转换例程。 

 内部 EEPROM 用于保存程序参数

 USB 口使用 5V 系统供电

 ICP 下载口引出，方便程序烧写

1.3 技术支持 

 QQ：261613460 

 微信：156 6960 8328

 淘宝:https://shop545934258.taobao.com/shop/view_shop.htm?shop_id=545934258

 Blog：http://blog.csdn.net/qq236106303

电子科技 https://store.taobao.com/?shop_id=545934258 

 

1 如何使用本书 

泰触摸单片机开发环境的搭建，到开发环境介绍， 再结合开发板上的资

单片机各资源的使用编程。 

本书配套开发板 

单片机、使用官方触摸库的开发。 

个电容式触摸按键，按键灵敏度软件可调。 

TM1652 数码管驱动芯片，驱动 4 位数码管，亮度可调

控制时时钟芯(RTC)BL5372，并且利用纽扣电池，系统断电

 

用于保存程序参数。 

供电。 

方便程序烧写。 

156 6960 8328 

https://shop545934258.taobao.com/shop/view_shop.htm?shop_id=545934258

http://blog.csdn.net/qq236106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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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结合开发板上的资

亮度可调。 

系统断电，时间不丢失。 

https://shop545934258.taobao.com/shop/view_shop.htm?shop_id=545934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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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HT-IDE3000

 HT-IDE3000 是一款编辑

开发软件”目录中。安装步骤如下

 步骤 1：解压 HT-IDE3KV795_Setup 

 步骤 2：按下 <Next> 

 步骤 3：下面显示的对话框会要求使用者输入安装处的数据

电子科技 https://store.taobao.com/?shop_id=545934258 

 

2 .开发环境搭建 

IDE3000 

是一款编辑，编译软件，功能同常用的 KEIL 类似。安装文件在资料包

安装步骤如下。 

IDE3KV795_Setup 安装程序并开始安装 HT-IDE3000

<Next> 按钮 ( 继续安装 ) 或按下 <Cancel> 按钮

下面显示的对话框会要求使用者输入安装处的数据夹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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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文件在资料包“03 

IDE3000。 

按钮 ( 中止安装 )。 

 

夹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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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骤 4：指定你希望安装

 步骤 5：SETUP 会将档案复制到你指定的数据夹

电子科技 https://store.taobao.com/?shop_id=545934258 

 

指定你希望安装 HT-IDE3000 的数据夹路径， 然后按下 

会将档案复制到你指定的数据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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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xt> 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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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骤 6：安装成功的话

 步骤 7：请按下确定

电子科技 https://store.taobao.com/?shop_id=545934258 

 

安装成功的话， 则会出现下面的提示对话框。 

请按下确定，然后点击 <Finish> 按钮完成安装，如果是第一次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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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IDE3000， 需要重新启动计算机

关于驱动程序数字签名

 如果在 Win7 安装过程出现如图

制。解决方式如下：重启电脑

作系统， 再安装 HT-IDE3000

动程序签名 " 方式进入操作系统

关于驱动程序安装 

 如果在 Win7 安装过程出现如图

的保护机制， 请选择始终安装此驱动程序软件

电子科技 https://store.taobao.com/?shop_id=545934258 

 

需要重新启动计算机。 

关于驱动程序数字签名： 

安装过程出现如图 提示， 出现这个是源于 Win7 驱动安装的保护机

重启电脑，然后按 F8，选择 " 禁用驱动程序签名

IDE3000。另外如果遇到 ICE 无法连接， 也是需要以

方式进入操作系统。 

安装过程出现如图 1-11 的提示， 出现这个是源于

请选择始终安装此驱动程序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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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动安装的保护机

禁用驱动程序签名 " 方式进入操

也是需要以 " 禁用驱

 

出现这个是源于 Win7 驱动安装Ze
ro

 Li
ne

 零
线

电
子



ZeroLine 电子科技

2.2 Touch MCU Workshop

 Touch MCU Workshop V3 

片机 IO 功能设定。该项目也可以当做高级用户的框架

目。 平台内部集成触控函数库

通过图形化配置单片机，生成开发项目所用的函数库

目录中。安装步骤如下： 

 步骤 1：执行安装程序后欢迎的对话框将会显示如下图

程序。 

电子科技 https://store.taobao.com/?shop_id=545934258 

 

Touch MCU Workshop 

Touch MCU Workshop V3 为第三代触控按键开发平台， 采用可视化的拖曳方式完成

该项目也可以当做高级用户的框架 (framework ) 继续开发自己的产品项

平台内部集成触控函数库、 编译功能与按键信号监测与按键参数调整。

生成开发项目所用的函数库）。安装文件在资料包

执行安装程序后欢迎的对话框将会显示如下图， 点击 “N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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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拖曳方式完成单

继续开发自己的产品项

。（使用该软件，

安装文件在资料包“03 开发软件”

“Next” 执行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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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骤 2：设定安装路径

Tools\Touch MCUWorkshop”

电子科技 https://store.taobao.com/?shop_id=545934258 

 

设定安装路径， 默认的路径是 “C:\Program Files\Holtek MCU Development 

Touch MCUWorkshop”， 点击 “Next” 继续进行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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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ltek MCU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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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骤 3：设定启动菜单程序集路径

Tools\Holtek Touch MCU

电子科技 https://store.taobao.com/?shop_id=545934258 

 

设定启动菜单程序集路径，  默认路径为  “Holtek MCU Development 

Holtek Touch MCU Workshop” ， 点击 “Next” 继续下一个安装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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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ltek MCU Development 

继续下一个安装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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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骤 4：若要在桌面增加快捷方式可勾选

 步骤 5：设定确认，

电子科技 https://store.taobao.com/?shop_id=545934258 

 

若要在桌面增加快捷方式可勾选 “Create a desktop icon”。

， 若要修改设定可以点击“Back”回到上一个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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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到上一个步骤， 点击“Install”

Ze
ro

 Li
ne

 零
线

电
子



ZeroLine 电子科技

完成安装程序。 

 步骤 6：安装程序完成安装后将出现如下图的对话框

MCU Workshop”， 

电子科技 https://store.taobao.com/?shop_id=545934258 

 

安装程序完成安装后将出现如下图的对话框， 若勾选 “Lau

 点击 “Finish” 安装程序将结束并执行 “Touch MCU Worksh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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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使用 TouchMCUWorkShop

 步骤 1：工具栏点击

电子科技 https://store.taobao.com/?shop_id=545934258 

 

3. 新建一个工程 

TouchMCUWorkShop 生成项目 

工具栏点击“新建”。出现新建项目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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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骤 2：执行上图配置内容

工程名称输入 TEST

工程位置 指定在桌面

MCU 选择开发板对应的

选择图中对应的封装和触摸库函数版本

配置完成后，点击确认

 步骤 3：点击工具了

 步骤 4：生成的工程目录如下

电子科技 https://store.taobao.com/?shop_id=545934258 

 

执行上图配置内容。 

TEST。 

指定在桌面。 

选择开发板对应的 BS84C12A-3。 

选择图中对应的封装和触摸库函数版本。 

点击确认。 

点击工具了“构建”按钮，在设定目录生成工程文件。 

 

生成的工程目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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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使用 HT-IDE3000

 步骤 1：点击上一节生成目录中的

项目。 

（提示宽显示没有连接到调试工具

 步骤 2：点击编译按钮

 步骤 3：确认编译结果

工具。 

3.3 修改项目，

 由 TouchMCUWorkShop

电子科技 https://store.taobao.com/?shop_id=545934258 

 

IDE3000 编译项目 

点击上一节生成目录中的“TEST.pjtx”，将自动使用 HT

提示宽显示没有连接到调试工具 elink ，可以点击“取消”

点击编译按钮，编译工程。 

 

确认编译结果，编译没有出错和警告。出现一个错误是没有连接调试

，使用 C 语言进行开发 

TouchMCUWorkShop 生成的项目，默认使用汇编进行开发，用户需要使用汇编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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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IDE3000 打开

 

”忽略） 

出现一个错误是没有连接调试

 

用户需要使用汇编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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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代码编写，如下图 

 为了使用 C 语言进行开发

 步骤 1：在“TEST\

文件。添加后如下图

文件内容为： 

 步 骤 2 ： 在 “

USER_PROGRAM.C

电子科技 https://store.taobao.com/?shop_id=545934258 

 

语言进行开发，需要进行以下步骤。 

MAIN_PROGRAM_V102”目录，添加 MAIN_PROGRAM_V102.H

添加后如下图 

“ TEST\USER_PROGRAM ” 目 录 添 加 USER_PROGRAM.H

C 文件。添加后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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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N_PROGRAM_V102.H 头

 

 

USER_PROGRAM.H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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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_PROGRAM.H

USER_PROGRAM.C

 步骤 3：移除项目中的汇编文件

电子科技 https://store.taobao.com/?shop_id=545934258 

 

USER_PROGRAM.H 内容如下图： 

 

C 内容如下图 

 

移除项目中的汇编文件 USER_PROGRAM.a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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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骤 4：插入 C 语言文件

电子科技 https://store.taobao.com/?shop_id=545934258 

 

语言文件 USER_PROGRAM.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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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骤 5：重新编译工程

 步骤 6：检查编译结果

 

至此，一个新的，不执行具体任务的项目

架，为编写用户代码做准备

4 

4.1 如何编程自己需要的任务

 用户需要编写自己的应用程序

电子科技 https://store.taobao.com/?shop_id=545934258 

 

重新编译工程。 

 

检查编译结果。程序没有错误和警告。只有提示错误没有连接

不执行具体任务的项目工程已经建立完成。接下去介绍工程的框

为编写用户代码做准备。 

 项目编程框架介绍 

如何编程自己需要的任务 

用户需要编写自己的应用程序，只需要关心一个文件 USER_PROGRAM.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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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提示错误没有连接 Elink。 

 

接下去介绍工程的框

.C。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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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始化代码，在 USER_PROGRAM_INITIAL()

任务代码，在 void USER_PROGRAM()

中循环执行。 

（具体代码功能展开实例，

4.2 使用触摸库

使用触摸库编程，将占有单片机的资源

电子科技 https://store.taobao.com/?shop_id=545934258 

 

USER_PROGRAM_INITIAL()函数中添加。函数中的代码只

void USER_PROGRAM()函数中添加。可以理解为该函数一直在

，在下一章节，点亮一个 LED 灯的工程中演示） 

使用触摸库，注意事项 

将占有单片机的资源，占有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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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数中的代码只执行一次。 

函数一直在 whil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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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堆栈：占用了 3 级

USER_PROGRAM()函数中

举例： 

void USER_PROGRAM()

{ 

 fun1（）； 

} 

fun1（）；//fun1 函数中不能再调用其他函数

如果 fun1（）函数再调用

 

 由于 C Compiler 会默认把变量配置到

RAM bank 0 overflow

实际项目中 BANK0

电子科技 https://store.taobao.com/?shop_id=545934258 

 

级，由于 BS84C12A 是物理堆栈，只有 5 级，

函数中，不能再进行函数嵌套。 

USER_PROGRAM() 

函数中不能再调用其他函数 

函数再调用 fun11（）函数，程序将会跑飞。 

会默认把变量配置到 RAM bank0，当 bank0 

overflow，对此可手动将全局变量调到其它 bank。

BANK0 空间用完后，变量分配的情况。 

 

 22 / 42 

 

，这就意味着，在

bank0 满了之后，会报 

。如下图是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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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第一个项目

5.1 硬件设计 

 其中 LED0 连接到单片机

平，LED 灭。 

5.2 GPIO 端口初始化

 步骤 1：PA1 口配置成输出模式

 步骤 2：PA1 口配置成上拉模式

电子科技 https://store.taobao.com/?shop_id=545934258 

 

第一个项目——点亮一个 LED

 

连接到单片机 BS84C12A 的 PA1 引脚。IO 输出低电平，LED 亮

端口初始化 

口配置成输出模式，需要配置 PAC 寄存器相应位为 0。

口配置成上拉模式，需要配置 PAPU 寄存器相应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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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D 灯 

亮；IO 输出高电

。 

 

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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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骤 3：控制

5.3 软件设计 

 设计程序，让开发板上的

 具体代码见资料包中，

 

点击工具栏“全部重建”编译代码

5.4 程序烧写与运行

连接 e-link 后，ICP 烧入按钮变成蓝色

电子科技 https://store.taobao.com/?shop_id=545934258 

 

控制 IO 口输出高低电平，需要控制寄存器 PA。 

让开发板上的 LED0 灯闪烁。 

，程序目录。 

 

编译代码。 

与运行 

按钮变成蓝色，点击进行程序烧写，重新上电后执行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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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上电后执行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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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串口通信原理

 工作原理是将传输数据的每个字符以串行方式一

式： 

 标准串口数据格式为：

中起始位为低电平，停止位为高电平

 起始位：为由高变低

 数据位：紧跟起始位之后

 校验位(奇校验)：为一位的时间

0（置低电平），否则为

 停止位：置高。时间为一位的时间

 空闲位：置高。 

波特率：传输 1 位所需要的时间

1/19200≈52us（微秒）。 

 下面我们以波特率为 19200bps 

如下： 

电子科技 https://store.taobao.com/?shop_id=545934258 

 

 

5. IO 口模拟串口 

串口通信原理 

工作原理是将传输数据的每个字符以串行方式一位接一位的传输。下图给出了其工作模

：起始位（1bit）+数据位（8bit）+校验位(1bit)+停止位

停止位为高电平。 

为由高变低，低电平时间为一位的时间，表示传输字符的开始

紧跟起始位之后，D0-D7，低位先发。 

为一位的时间，如果 8 位数据位中 1 的个数为奇数

否则为 1（置高电平）。 

时间为一位的时间，它是发送完一个字符数据的结束标志

 

位所需要的时间。接下去以 19200bps 为例，则传输 1

19200bps 为例，给 TX 脚发送显示控制命令“0X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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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图给出了其工作模

 

停止位(1bit)。其

表示传输字符的开始。 

的个数为奇数，该位设为 

它是发送完一个字符数据的结束标志。 

1 位需要的时间是

“0X18”，时序波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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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上图，发送“0X18”总共

验位、1 位停止位，每位的时间约为

为“00011000”即转换为十六进制为

5.2 硬件设计 

 本实验使用 IO 口 PD0 模拟串口的

5.3 软件设计 

 IO 口模拟串口，使用 19200

的数据。详细代码参考程序

电子科技 https://store.taobao.com/?shop_id=545934258 

 

总共 11 位，从左至右依次为 1 位起始位、8 位数据位

每位的时间约为 52us ，11 位总时间约为 572us。由上图读出二进制

即转换为十六进制为“0X18”。 

模拟串口的 TX 发送引脚。 

 

19200 波特率发送数据，PC 端使用串口调试工具接收开发板发送

详细代码参考程序。这里对主要的函数进行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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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数据位、1 位校

由上图读出二进制

端使用串口调试工具接收开发板发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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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面是软件模拟串口发送一个字节的函数

用的是奇校验的方式。 

电子科技 https://store.taobao.com/?shop_id=545934258 

 

上面是软件模拟串口发送一个字节的函数。每 1 位的时间通过示波器观察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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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的时间通过示波器观察得到。这里使

Ze
ro

 Li
ne

 零
线

电
子



ZeroLine 电子科技

 上图是程序实际执行效果

5.5 其他 

 如果使用过程中改成其他串口参数有疑问

术支持。 

6.1 触摸按键实现

 正如第 3 章，使用 TouchMCUWorkShop

电子科技 https://store.taobao.com/?shop_id=545934258 

 

 

上图是程序实际执行效果，串口调试软件的参数请按照图中设置。 

如果使用过程中改成其他串口参数有疑问， 比如波特率和校验模式，

6 .触摸按键 

触摸按键实现 

TouchMCUWorkShop 新建工程说描述，使用该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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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找本店的技

使用该软件，生成的项目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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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简单的修改配置文件就能实现触摸按键

6.2 硬件设计 

 KEY1~KEY12 总共 12 个触摸按键

PCB 按键分布 

6.3 软件设计 

 在上一章模拟串口的基础上

相关步骤如下： 

 步骤 1：打开 TKS_GLOBE_VARIES.inc

 步骤 2：修改#define IO_TOUCH_ATTR   00000000000000000000111111111111b

比如开发板用到 KEY1~KEY12

 步骤 3：修改 Key1Threshold

电子科技 https://store.taobao.com/?shop_id=545934258 

 

需要简单的修改配置文件就能实现触摸按键。 

 

个触摸按键。 

 

在上一章模拟串口的基础上，增加触摸按键功能，通过串口打印按键值

TKS_GLOBE_VARIES.inc 文件。 

#define IO_TOUCH_ATTR   00000000000000000000111111111111b

KEY1~KEY12，所以宏定义最低 12 为设定为 1，表示用来做按键

Key1Threshold、Key2Threshold……等的值，范围 8~255，

 

 29 / 42 

通过串口打印按键值。配置触摸按键

#define IO_TOUCH_ATTR   00000000000000000000111111111111b 

表示用来做按键。 

，建议值 1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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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值越小，灵敏度越高

 步骤 4：在主函数中调用

 步骤 5：DATA_BUF[0] DATA_BUF[1]

DATA_BUF[0] = KEY 8

DATA_BUF[1] = KEY16

6.4 运行结果 

 上电后，顺序按下 12 个按键的打印信息

模块使用。 

7.1 数码管驱动

 TM1652 是一款 LED（发光二极管

数字通讯电路、解码电路、

信（UART）协议，因芯片只接收单片机发来的数据

给芯片即可，实现单线通讯；

电子科技 https://store.taobao.com/?shop_id=545934258 

 

灵敏度越高。 

在主函数中调用 GET_KEY_BITMAP();获取按键值。 

DATA_BUF[0] DATA_BUF[1]存储的就是按键状态，其中 

DATA_BUF[0] = KEY 8（MSB） ~ KEY1 （LSB）。  

DATA_BUF[1] = KEY16（MSB） ~ KEY9 （LSB）。 

个按键的打印信息。可以将开发板连接其他硬件

7. 数码管显示 

数码管驱动 TM1652 

发光二极管、数码管、点阵屏）驱动控制专用芯片

数据锁存器、震荡器、LED 驱动电路。通讯方式采用异步串口通

因芯片只接收单片机发来的数据，仅需要单片机的一个 TX

；在显示驱动方面，芯片采用动态扫描方式，两种显示模式可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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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将开发板连接其他硬件，作为触摸按键

 

驱动控制专用芯片，内部集成了

通讯方式采用异步串口通

TX 端口发送数据

两种显示模式可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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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级段驱动电流可调，16 级位占空比可调

 在模拟串口实验中，我们已经介绍了

TM1652。 

 实验只使用 TM1652 的地址自动加

 对应的显示代码如图，就是对所有的段进行点亮

电子科技 https://store.taobao.com/?shop_id=545934258 

 

级位占空比可调；TM1652 内置消隐处理优化电路

我们已经介绍了 19200 模拟串口的使用，因此可以直接用来驱动

的地址自动加 1 模式，进行控制。 

就是对所有的段进行点亮。具体调节亮度可以在数据手册中查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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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置消隐处理优化电路。 

因此可以直接用来驱动

 

具体调节亮度可以在数据手册中查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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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硬件设计 

数码管如图 

电子科技 https://store.taobao.com/?shop_id=545934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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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XD 连接到 PD7。代码中修改模拟串口发送脚的宏定义即可

 TM1652 的 GR1 接数码管

 TM1652 的 GR2 接数码管

 TM1652 的 GR3 接数码管

 TM1652 的 GR4 接数码管

 点亮数码管的一个段。

假设需要点亮 SEGA，即

所有段对应 TM1652 输出的数值如下图

7.3 软件设计 

 程序任务为：使用数码管显示按键值

电子科技 https://store.taobao.com/?shop_id=545934258 

 

代码中修改模拟串口发送脚的宏定义即可。 

接数码管 DIG4，既 4 位数码管的第 4 位。 

接数码管 DIG1，既 4 位数码管的第 1 位。 

接数码管 DIG2，既 4 位数码管的第 2 位。 

接数码管 DIG3，既 4 位数码管的第 3 位。 

。 

即 TM1652 的 SEG3 需要输出有效电平，对应的数值

输出的数值如下图 

 

数码管显示按键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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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应的数值 0x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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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刷新显示的时候，需要关掉中断

 

电子科技 https://store.taobao.com/?shop_id=545934258 

 

需要关掉中断，避免发送数据被打断，显示乱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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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实时时钟芯片

8.2 IIC 协议 

  对于嵌入式开发的朋友来说

是通过 I2C 来进行相应的设置

        I2C 协议中最重要的一点是

示 127 个地址，而在实际使用中基本上不会挂载如此多的设置

7 位，所以本文接下来的说明都是基于此

        I2C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电子科技 https://store.taobao.com/?shop_id=545934258 

 

8. 实时时钟 

实时时钟芯片 BL5372 

对于嵌入式开发的朋友来说，I2C 协议实在是再熟悉不过了，有太多的器件

来进行相应的设置。今天，我们就随便聊聊这个 I2C 协议。 

协议中最重要的一点是 I2C 地址。这个地址有 7 位和 10 位两种形式

而在实际使用中基本上不会挂载如此多的设置，所以很多设备的地址都采用

所以本文接下来的说明都是基于此。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主—从”。对于从设备来说，它是啥都不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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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太多的器件，采用的都

位两种形式。7 位能够表

所以很多设备的地址都采用

它是啥都不干的，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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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会自动发送数据；而主设备

        除了 GND 以外，I2C 有两根线

那么，这些设备如何知道数据是发送给它们呢

的地址是固定的，比如 0x50

所以一般设备都会有一个地址选择

高还是接地，都和别的芯片有冲突

只能换芯片了。 

        我们来看 I2C 协议中的数据传输时序图

  SCL 是时钟，SDA 承载的是数据

据传输。接下来的 7 位，就是设备的地址

则是写。如果 I2C 总线上存在着和请求的地址相对应的设备

通知主设备，可以发送数据了

完毕之后，SCL 保持为 1，SDA

        从这个时序图中可以看到

比如，前面 7 个必定是地址

号等等。 

  前面的时序图并没有标明数据传输的方向

电子科技 https://store.taobao.com/?shop_id=545934258 

 

而主设备，则是起到控制作用，一切都是从它开始。 

有两根线，分别是 SDA 和 SCL，所有的设备都是接到这两根线上

备如何知道数据是发送给它们呢？这就得依靠前面所说到的地址了

0x50，0x60 等等。因为只能有 127 个地址，地址冲突是很常见的

所以一般设备都会有一个地址选择 PIN，比如拉高时候为 0x50，接地为 0x60

都和别的芯片有冲突，那该怎么办呢？答案是：凉拌，没办法。

协议中的数据传输时序图： 

承载的是数据。当 SDA 从 1 变动到 0，而 SCL 还是 1 时

就是设备的地址。紧接着的是读写标志，其为 1 时是读取

总线上存在着和请求的地址相对应的设备，则从设备会发送一个

可以发送数据了。接到 ACK 信号后，主设备则发送一个 8 位的数据

SDA 从 0 变换到 1 时，标明传输结束。 

从这个时序图中可以看到，SCL 很重要，并且哪个时钟沿是干嘛的，都是确定好的

个必定是地址，第 8 个是读写标志，数据传输必须是 8 位，必须接个

前面的时序图并没有标明数据传输的方向，我们现在看看写操作的数据流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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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设备都是接到这两根线上。

这就得依靠前面所说到的地址了。设备 I2C

地址冲突是很常见的，

0x60。如果无论拉

。遇到这种情况，

 

时，表示开始数

时是读取，为 0

则从设备会发送一个 ACK 信号

位的数据。当传输

都是确定好的。

必须接个 ACK 信

们现在看看写操作的数据流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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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格的是主设备发送的，白色格子是从设备发送的

备都只是发送 ACK 进行确认而已

        而读操作的数据流向，

 这时候，从设备除了发送 ACK

8.3 硬件设计 

使用 IO 口模拟 IIC 协议，和

将中断 INTRB 连接到单片机外部中断口

电子科技 https://store.taobao.com/?shop_id=545934258 

 

白色格子是从设备发送的。从图示中可以看到，对于写操作

进行确认而已。 

，就有所不同，如图： 

ACK 以外，紧跟着的还有数据。 

和 BL5372 通信。 

连接到单片机外部中断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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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写操作，从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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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软件设计 

 本程序涉及的内容包括

 使用软件模拟 IIC 控制实时时钟

 使用软件模拟 UART 控制数码管显示

 使用内部 EEPROM 来保存变量

 使用单片机的外部中断

产生。 

 修改实时时钟的时间的方法

电子科技 https://store.taobao.com/?shop_id=545934258 

 

 

本程序涉及的内容包括： 

控制实时时钟，对时间进行设置和读写。 

控制数码管显示。 

来保存变量，对是否进行时钟初始化进行控制。 

使用单片机的外部中断 IO 口 INTR，进行时钟刷新周期控制。INTR 中断信号由实时时钟

的方法：修改 TIME_SET_FLGA 标志为 1 字节其他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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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断信号由实时时钟

字节其他数字，修改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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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定义。重新下载程序即可

 程序主要是为了让用户熟悉单片机资源

断以及单片机内部 EEPROM

 另外对于实时时钟

9.1 A/D 转换器

 此单片机都包含一个多通道的

（来自传感器或其它控制信号

 从图上可以看到，AD 转换器可以采样从

进行采样。 

电子科技 https://store.taobao.com/?shop_id=545934258 

 

重新下载程序即可。 

程序主要是为了让用户熟悉单片机资源，比如这个例子的重点是模拟

EEPROM 的使用。 

另外对于实时时钟 BL5372 的其他应用，这里不做展开，有需要的可以和卖家联系

9 .ADC 模数转换 

转换器简介 

含一个多通道的 A/D 转换器， 它们可以直接接入外部模拟信号

来自传感器或其它控制信号） 并直接将这些信号转换成 12 位的数字量

转换器可以采样从 ANX 输入的模拟电压，或者对内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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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这个例子的重点是模拟 IIC 和外部中

有需要的可以和卖家联系。 

它们可以直接接入外部模拟信号 

位的数字量。 

 

或者对内部的 V119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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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硬件设计 

 通过跳线将 VCC5V 或者

9.3 软件设计 

 测量 PD0 口的 ADC 值，

 

 当 PD0 连接到 GND 时，

 当 PD0 连接到 VCC 时，

 当 PD0 连接到 VBAT 时，

 

电子科技 https://store.taobao.com/?shop_id=545934258 

 

 

或者 VCCBAT 或者 GND 连接到 PD0 口，进行 ADC 测量

，并且在数码管显示 ADC 采样值。 

，显示 0。 

，显示 4095。 

，显示 2500 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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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实际项目中，本人使用

是空气炸锅，出货量也比较大

 用户通过开发板学习，

 上图是空气炸锅项目对应的已经批量的硬件

电子科技 https://store.taobao.com/?shop_id=545934258 

 

后序 

本人使用 BS84C12 单片机做过空气炸锅和煮水器，均已经量产

出货量也比较大，功能稳定。后面重新整理资料，可以开源给各开发板买家

，再学习实际产品的项目程序，能有更好的进步。

上图是空气炸锅项目对应的已经批量的硬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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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已经量产。特别

可以开源给各开发板买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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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是淘宝找的对应的显示效果

电子科技 https://store.taobao.com/?shop_id=545934258 

 

上图是淘宝找的对应的显示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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