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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ES7P1751 应用注意 

1.1 芯片上下电 

芯片在以下两种情况可能存在异常，但通过 nrst 复位后均可以恢复正常。 

 快上电（<1ms），掉电到 0.6 ~ 0.8V； 

 快上电（1ms ~ 1s），掉电到 0.6 ~ 1.2V； 

1.2 BOR复位 

BOR 掉电复位模块监控施加于芯片电源上的电压，一旦芯片的工作电压低于所设定的电压范围，

则产生欠压复位，这样可以防止芯片 IO 端口的非正常输入/输出，有效增强系统的抗干扰性能，提

高系统的稳定性。 

BOR 固定为使能，可以通过配置字选择 BOR 复位电压点，建议客户设置 BORVS 在合理的电

压点，以免芯片因外界干扰或电源波动而工作异常。 

1.3 芯片配置字PWRTEB 设置 

芯片上电/低电压定时器使能位 PWRTEB 的设置： 

 当 NRSTN 管脚用于外部复位时，PWRTEB 可设置为使能或者禁止。 

 当 NRSTN 管脚用于数字 IO 时，PWRTEB 在芯片内部已固定为使能。 

1.4 NRST复位 

芯片外部提供 NRST 管脚，用于系统复位。当 NRST 管脚为低电平时，系统复位。系统上电后

NRST 引脚必须输入高电平，否则系统一直保持在复位状态。禁止将 NRST 引脚直接接到 VDD 引

脚。 

1.5 低功耗模式 

用户通过 IDLE 指令可使 CPU 暂停执行，进入 IDLE 状态以降低芯片功耗。执行 IDLE 命令前

可关闭部分或全部其它外设，最大限度降低芯片功耗。未引出或没有使用的引脚都配置为输出低电

平。 

进入低功耗后有多种唤醒方式： 

序号 唤醒方式 唤醒使能 中断模式 备注 
1 NRST — — — 
2 WDT WDTIEN — — 
3 KINT KIE 默认/向量 — 
4 PINTn PIEn 默认/向量 — 
5 LVD LVDIE 默认/向量 — 
6 ACP ACPIE 默认/向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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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IDLE 模式下禁止关断 FLASH 的电源。实际功耗测试约 6uA 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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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ES7P1751 模块例程 

2.1 8 位定时/计数器（T8N） 

2.1.1 定时模式 
功能说明： 

使用芯片的 T8N 定时器模块，模块工作在 2Mhz，计数器计满后产生中断，中断中翻转 PB0
端口。 

芯片使用内部 16MHz 做为系统时钟，则对应的 T8N 定时器时钟源频率为 Fosc/2=8MHz。将

预分频器分频比设为 1：4。 

实现步骤： 

a) 初始化系统和端口； 

b) 初始化 T8N 定时器； 

c) 使能 T8NIE，GIE 中断； 

d) 使能定时器； 

e) 中断服务程序中判断中断标志，确定是 T8N 中断后则清除 T8NIF 标志位； 

f) 执行 PB0 端口输出取反，并清 T8N 寄存器值。  

2.1.2 T8P1 产生PWM波 
功能说明： 

T8P1 定时器，工作在 16Mhz 频率下，PB0 和 PB1 端口产生 PWM 波形； 

实现步骤： 

a) 初始化系统和端口； 

b) 使能定时器的端口为输出 PWM 功能； 

c) 设定定 PWM 的周期及占空比； 

d) 使能定时器，PB0 和 PB1 输出 PWM 波； 

2.1.3 T16G1 产生PWM波 
功能说明： 

T16G1 定时器，工作在 8Mhz 频率下，预分频配置为 8，计数时钟为 1Mhz。PA7 产生 PWM

波形； 

实现步骤： 

a) 初始化系统和端口； 

b) 配置 T16G1 为单边 PWM 模式； 

c) 设定定 PWM 的周期及占空比； 

d) 设置 IO 移位及使能定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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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ACP比较器 
功能说明： 

ACP 比较器，PB0 作 CINP 和 PB2 作 CIN2，PB1 作为比较器的输出 COUT。比较器输入两端

有大小变化时，中断函数中 PA7 引脚翻转； 
实现步骤： 

a) 软件关闭看门狗； 
b) 系统时钟配置； 
c) 端口配置； 
d) 配置比较器模式及开启中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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