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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204902
F²MC-8FX 家族 MB95310/370 系列 8 位微型控制器红外遥控函数 API
相关器件系列：MB95310/370 系列

本文档介绍了红外遥控函数的 A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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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要
本文档介绍了红外遥控函数的 API。
红外遥控函数一般应用于电视、音频和空调系统。以下章节将介绍红外遥控的原理和库。第三章描述了红外遥控的原理
，第四章描述了红外遥控的函数库。函数库中设置有三个函数用于控制红外遥控，初始化遥控中断，遥控中断函数用于
接收红外代码，按键判断函数用于判断哪一个键被按下。

2

背景
本章介绍了红外遥控的背景。
红外遥控简单易用，购买方便，价格便宜，因此被广泛应用于 TV、VCD、DVD、以及空调系统。
红外遥控出现至今大约有二十五年。它编码按键并把键值转换为“0”和“1”，然后发出。因为每个按键的代码唯一
，用户可以根据代码判断键值，而不需要使用键盘解码，省去了一个复杂电路和输入/输出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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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外遥控的原理
本章介绍了红外遥控的原理。
根据遥控芯片的不同，红外遥控可分为多种类型。以下部分描述了 uPD6121G。
图 1 显示了遥控代码帧的配置。
图 1. 遥控代码

图 2 描述了编码“0”和“1”。
图 2. 编码波形

不同遥控类型的代码和配置是不同的。
一般来说，遥控生成高电平，代码状态例外，它生成低和高电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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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B95F310 红外遥控寄存器
本章描述了 MB95F310 红外遥控寄存器。
MB95F310 系列 MCU 的遥控函数由 8/16 位多功能定时器输入捕捉模块实现。表 1 列出了多功能定时器输入捕捉的寄
存器。
表 1. 寄存器列表
寄存器

说明

T00CR0

状态控制寄存器 0 的低 8 位

T01CR0

状态控制寄存器 0 的高 8 位

T00CR1

状态控制寄存器 1 的低 8 位

T01CR1

状态控制寄存器 1 的高 8 位

T00DR

数据寄存器的低 8 位

T01DR

数据寄存器的高 8 位

Timer0

TMCR0

定时器模式控制寄存器

Timer1

T10CR0

状态控制寄存器 0 的低 8 位

T11CR0

状态控制寄存器 0 的高 8 位

T10CR1

状态控制寄存器 1 的低 8 位

T11CR1

状态控制寄存器 1 的高 8 位

T10DR

数据寄存器的低 8 位

T11DR

数据寄存器的高 8 位

TMCR1

定时器模式控制寄存器

Timer0

Timer0

Timer0

Timer1

Timer1

Timer1

参见 MB95F310 硬件手册的第 18 章了解关于寄存器的更多详细信息。
图 3 详细描述了这些寄存器的工作条件。
图 3. 寄存器工作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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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外遥控库的函数列表
本章介绍了工程 remote.prj 的红外遥控库的所有函数，其 MCU 为 MB95F310。
表 2 列出了红外遥控函数。
表 2. 控捕捉函数
函数名

6

说明

void initial_Remot(void)

初始化遥控捕捉寄存器

__interrupt void inputcapture0 (void)

接收遥控代码的中断

unsigned char Remote_detect(void)

根据遥控代码判断哪一个键被按下

红外遥控函数详情
本章详细介绍了红外遥控函数。

6.1

Initial_Remot 函数
表 3 描述了 initial_Remot 函数。
表 3. initial_Remot 函数
函数名

initial_I2C

函数原型

Void initial_Remot(void)

行为描述

初始化遥控捕捉条件

输入参数

无

返回值

无

示例

库函数设置时钟为内部时钟，计数器时间间隔为 0.64µs，下降沿触发器计数器：
initial_Remot ();

参考寄存器 T00CR0、T00CR1 和 TMCR0 更改捕捉条件。

6.2

中断函数
表 4 描述了_interrupt 函数。
表 4. 中断函数描述
函数原型

_ interrupt void inputcapture0 (void)

行为描述

捕捉到一个下降沿时，产生中断，接收脉冲，并计算脉冲宽度

输入参数

无

返回值

无

示例

_interrupt void inputcapture0 ();

不同遥控类型的配置不同，因此代码也不同，可能是 16 位代码，也可能是 32 位代码。用户可以通过示波器查看代码
。工程 remote.prj 为 16 位遥控代码。

www.cypress.com

文档编号：002-05699 版本*A

4

F²MC-8FX 家族 8 位微型控制器 MB95310/370 系列 红外遥控函数 API

6.3

Remote_detect 函数
表 5 描述了 Remote_detect 函数。
表 5. Read_I2C 函数
函数名

AD_Read

函数原型

unsigned char Remote_detect(void)

行为描述

判断代码

输入参数

无

返回值

遥控的键值

示例

[Variable] = Remote_detect ();

键值由用户的遥控编码决定。

7

用法演示
本章说明了使用时的注意事项。

7.1

硬件设计
下图为红外遥控的硬件设计。
图 4. 遥控硬件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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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软件设计的步骤


红外遥控的软件设计的第一步是初始化，打开中断，设置间隔时间和触发器条件。
参见以下设置。
图 5. 初始化设计

7.3



第二步是检测遥控代码。每个脉冲都是一位代码。每次中断进入，检测一位代码。如果遥控代码为 16 位，在第十
六次进入中断后，生成按键代码。



最后一步是键值判断。不同按键的代码不同，因此用户可以根据步骤二中生成的代码判断键值。

添加遥控库的步骤
参见以下步骤使用该工程。



第一步：添加库至文件，图 6 描述了此步骤。
图 6. 使用库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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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添加函数至工程，图 7 描述了此步骤。
图 7. 用库的第二步



第三步：添加初始函数至 main.c，图 8 描述了此步骤。
图 8. 使用库的第三步



第四步：添加中断函数至 vector.c，图 9 描述了此步骤。
图 9. 使用库的第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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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步：添加 remote_detect 函数至 main.c，图 10 描述了此步骤。
图 10. 使用库的第五步



第六步：调试。在调试前设置调试环境，图 11 描述了此步骤。
图 11. 使用库的第六步

参见第 8 章调试了解关于条件的更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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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试
本章描述了如何在 EV 板上调试范例代码，以及代码运行时会发生什么。
工程 remote.prj 是一个简单用于调试的工程。该工程基于 EV 板 MB2146-450-E，目标 MCU 为 MB95F310。
图 4 显示了调试时的硬件连接。
按下键后，示波器检测到波形，如图 12 所示。
图 12. 按键代码

宽波为二进制位“1”，短波为二进制位“0”。
图片中的遥控代码在二进制中为“1111 0101 0100 1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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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工程，Remote_detect 函数将读取键值。键值将由全局变量“key_Valu”读出。在此范例中，Enter 键被按下。参
见图 13 了解更多详情。
图 13. 调试描述

9

更多信息
如欲了解有关如何使用 MB95310 EV-board、BGM Adaptor 和 SOFTUNE 的更多详情，敬请参见 EV-Board MB2146450-E 用户手册，或者访问以下网址：
http://www.cypress.com/documentation/application-notes/mb95310370-mb2146-450-e-lcd-evb-user-manu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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