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HMC 系列单片机开发指南 

一、 ic 介绍 

HMC 系列单片机是国产兼容义隆的单片机。仿真器可以和义隆仿真

器是共用的，常用的 IC有HMC8P150,HMC8P150NB,HMC8P153N 等系列，

他们是台湾义隆 em78p153 的替代产品，价格低，性能稳定。C 语言汇编

语言都可以进行编译。注意的是，义隆 153 的 P63 脚只能作为输入使用，

而 HMC 系列 p63 可做输入输出。义隆 153 是不带 pwm 和 lvd 的。使用

时需要注意 p63 的上拉电阻配置需要在烧录选项中选取。 

二、 关于仿真器 

仿真器分为上板和下板，上版可以仿真不同的 ic，下板是通用的，上

板根据仿真芯片的不同自己选取。仿真器需要电源线与数据线，两根线与

HMC 烧录器以及义隆烧录器是共用的。特别注意千万不能与应广烧录器

混用，两者电源不兼容，会烧毁烧录器。 

应广义隆和 HMC 这类单片机的仿真与 51、stm32 系列仿真方式是不

一样的。具体步骤如下： 

第一、根据硬件电路要求，自己使用万能板焊接出与电路图上输入输

出逻辑电平一致的电路版，关于芯片 ic 部分使用芯片底座替

代，为了便于后期的检测，建议焊接时候另外用排针焊接出来

电源和地，以及需要用到示波器或者逻辑分析仪测量的端口。 

第二、链接仿真器。仿真器上面有表明对应的插座可以仿真哪一款 ic，

只需要用专用插线一段插在仿真器上面，另一端插在刚刚焊接

好的芯片底座上面，仿真器上面有独立的两个排针用来联通仿



真器与模拟板的电源正极端口，虽然新版仿真器有足够供电，

还是建议接上。 

第三、开始编译运行，具体的界面内容会连同界面信息一起讲。 

三、 开发环境 

HMC 系列单片机的开发环境兼容义隆，我们主要讲 HMC 单片机，义

隆的和这个一摸一样。开发支持 C 语言与汇编语言开发，也可以汇编和 C

语言结合。必须使用_asm{   汇编指令 }的方式。 

 

四、 软件使用介绍 

1、 新建工程 

打开软件， project-new 

 

建立好之后点击确认进入如下页面 



 

开始编写程序。如果采用 C 语言进行编写，记得一定需要添加头文

件，注意由于采用的是义隆编译软件，选取的仿真芯片是义隆系列

的，HMC 系列的 IC 相对于义隆 IC 来说多了许多不同的寄存器，

在编译的过程中，编译器是按照义隆的 IC 进行仿真的，因此会有

部分 HMC 单片机的内部寄存器无法直接添加进入头文件中，就需

要使用_asm{汇编指令}进行操作，具体会在后面的例程中讲到。 

2、 语法指令 

编译器可支持 C 语言与汇编语言或者两者结合的指令风格。对

于 C 语言来说，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1、 可以使用宏定义，可以使用基本的 C 语言运算符号。兼容

大部分 C 语言指令。但是，数据类型只能是 unsigned char 

类型。Int 等其他多字节数据类型不支持。 



2、 子函数可以含参，可以返回参数。但是，一个子函数最多

只能定义两个局部变量。 

3、 由于 IC 本身空间限制，能够定义的全局变量不多。大约

在十几个左右，根据程序具体情况而定。 

4、 可以使用乘除求余运算，但是乘法运算不能操作 256 最大

值。 

5、 头文件中寄存器添加的原则请注意看规格书中的寄存器

位置，150 为例，规格书中划分为两列，对比学习头文件

地址就可以仿照添加寄特殊功能寄存器到头文件中方便

操作。 

3、 编译运行与界面信息介绍 

在程序编写好之后，需要进行编译差错的步骤。具体如下。 

 

 



 

五、 开发注意事项 

1、 关于文件保存问题，开发新项目，需要知道客户是谁，程序是那一

天写的，都需要标注清楚，方便后期客户维护以及程序的修改。我

的文件都在 D 盘-qq 文件-当中，具体各个文档存放的内容如图。 

 

2、 在工程项目中，保存了各种项目程序，包括义隆和应广的项目。使

用 HMC 系列的项目程序放在义隆程序这个文件夹当中。每一个程

序我都留下了注释。写明了程序设计思路和注意事项。请注意看 

3、 遇到不同功能要求不知道如何操作，这里有个功能使用索引。 

 



风扇红

1、 关于休眠： 

很多程序都用到休眠，休眠需要注意几点。休眠之前最

好关闭低电压，关闭 pwm，降低功耗，还有需要特别注意

的是，关于上下拉电阻，某些端口休眠时候输出低电平而且

内部却开了上拉电阻的话，就会产生较大功耗。休眠一般都

对应着 I/O 状态改变唤醒。对于有很多输入的项目，就需要

配置选定某些端口具有唤醒功能。而其他端口则作为输出，

此时，上下拉电阻也需要跟着改变。 

唤醒之后假如需要进入中断服务程序，就需要在中断之

前下 ENI()指令。具体需要请参考义隆 EN78P153B 规格书当

中的休眠唤醒程序步骤。 

具体案例参考 qq 文件-工程项目-义隆程序-

军九月版本注释里面写的很清楚。 

2、 关于低电压 lvd 

HMC 低电压检测很好控制，就是配置内部一个寄存器，

查看规格书就明白了。需要注意一点就是，低电压检测需保

证检测端口电压波动小，对于那种有杂波的信号，低电压检

测不稳定。主要看硬件环境。记得在休眠时候关闭低电压，

休眠唤醒之后再打开。 

3、 关于 pwm 

义隆 em78p153b 系列不带 pwm，几乎等同于纯 I/O 口。

HMC 系列 NB 后缀带了 pwm 功能，原理通低电压检测功



能，也是对几个寄存器进行操作。特别需要注意的是

HMC150NB 和 HMC153NB 都带 pwm，但是他们的 pwm 来

自同一个时钟，也就是他们的输出的三路 pwm 是频率相同

的，但是占空比是不同的，可以通过分别进行配置。 

 计算公式 

                     Pwmtim 的值*pwm 分频比*1/（晶振频率）=周期 

                     频率=1/周期 

4、 关于 ADC 

关于 ADC 功能的应用，HMC 系列的单片机 ADC 功能

和义隆的一样，这一块的话他们的规格书是可以通用的，文

件夹里面有对应 ADC 的 demo。具体使用案例请参考 qq 文

件-工程项目-义隆程序-  宠物吹风机。 

5、 关于定时器 

定时器中断与大部分单片机一样的，原理是一样的。 

注意： 

1、 定时器中不能有延时函数。 

2、 定时器的定时计算公式 

时间=定时器分频*（256-tcc 初值）*时钟周期 clock*1/（晶

振频率） 

3、 在程序中， 



 

4、 关于程序移植 

C 语言写的程序很好进行移植。 

其中罗红军风扇这一个案子用到很多功能， 

低电压 lvd，pwm，休眠与唤醒，定时器中断，I/O 口

模拟 pwm。请知悉这相当于个 demo 参考范例 

六、 关于烧录 

HMC 单片机有自己的烧录器，电源与数据线使用与仿真器一样的数

据线和电源就可以了。 

下面详细介绍烧录过程。 

 

 



第二步 

 

确定无误之后，点击确定进入下一步； 

第三步  

 



第四步 再次确认参数 

 

 

第五步 另存文档，文档命名格式为： 芯片型号-SOP8/SOP14-校验；

和。其中 SOP8 表示 8 个脚的 IC，SOP14 表示 14 个脚的 IC。校验和为唯

一验证码，一个版本程序只有一个校验和，当程序改动的时候，校验和会

改变，但是如果仅改变烧录时的配置，校验和不会发生变化。 

 

 



第六步 下载进入烧录器 

 

点击打开之后再次确认参数之后，点击确定。然后再点击菜单栏的下

载，程序就顺利下载进入烧录器。 

 

烧录器至此离线烧录，当程序顺利下载进入烧录器之后，拔掉数据线

之后程序仍然在烧录器当中。 

注意 烧录不同的 IC 需要用不同的插板，也就是烧录器右边的绿色电

路版。HMC150 HMC150NB HMC153N HMC153NB 插板都是一样的。烧

录的时候，需要一个烧录座放在烧录器上面，靠最下面插，芯片也是靠最

下面放在转换座上面。然后按下左边按钮，绿灯亮起说明烧录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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