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飞思卡尔 HCS08/HCS12 系列 MCU 编程调试器的设计与实现                                     中文摘要 

I 

飞思卡尔 HCS08/HCS12 系列 MCU 

编程调试器的设计与实现 

中文摘要 

飞思卡尔公司的 HCS08/HCS12 系列 MCU，因其速度快、功能强、功耗小、价

格低等特点，在业界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在 HCS08/HCS12 系列 MCU 中，飞思卡尔引入了新的片上调试技术——BDM。

这种调试技术由于其优越的性能而逐渐被业界接受，成为广泛使用的 MCU 在线编程

调试方法。针对 BDM 技术，国外公司提供了功能强大的编程调试器，但价格高昂，

难以被国内广大用户接受；国内一些高校也进行了相关研究开发，但是研发的编程调

试器大多存在以下三个问题：一是随着飞思卡尔 MCU 总线频率的不断提高，这些编

程调试器已经不能适应与高频率 MCU 的通信的要求；二是无法与飞思卡尔的集成开

发环境 CodeWarrior 兼容，使用很不方便；三是由于采用 USB1.1 协议，导致整体通

信速度很慢。 

本文对国内外已有的 HCS08/HCS12 编程调试器进行了深入的技术分析，综合目

前微控制器的最新发展技术，提出了采用 USB2.0 通信接口的编程调试器硬件及底层

驱动的设计方案，实现了一种新型高效的适用于飞思卡尔 HCS08/HCS12 系列 MCU

的 USBDM（Universal BDM，通用 BDM 编程调试器)，有效地解决了国内编程调试

器普遍存在的频率瓶颈及通信速度。同时，本文在研究 CodeWarrior 的通信接口规范

的基础上，剖析了 CodeWarrior 中通信接口函数的功能，实现了作者编程调试器体系

中的通信函数，使之适用于 CodeWarrior 开发环境。USBDM 编程调试器通信函数动

态链接库的设计，不仅便于使用编程调试器进行二次开发，也方便了驱动程序的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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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Programmer and Debugger 

for Freescale HCS08/HCS12 family MCUs 

Abstract 

Freescale HCS08/HCS12 family MCUs have been accepted by all kinds of industries 

all over the world for their powerful computing, lower energy consumption and price.  

Freescale has introduced a new on-chip debug technology which named Background 

Debug Mode(BDM) in Freescale HCS08/HCS12 family MCUs. Because of its superior 

performance.This technique is received gradually by the industry and becomes a widely 

used method of on-chip debugging of MCU. Foreign companies provide a powerful 

programmer and debugger of BDM, but it can not be accepted by domestic users for its 

high price. A lot of rearches have been done in many nationa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but 

there are mainly three problems can be found in their programmer and debuggers. Firstly, 

these debuggers’ speed is too low to communication with new freescale MCUs. Sencondly, 

these debuggers are unable to compatible with Freescale’s IDE, CodeWarrior. Thirdly, 

since USB1.1 has been adopted, the communication speed can not be enhanced.  

Based on the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existing HCS08/HCS12 debuggers at home and 

abroad and combanding the latest technology in this field, a hardware and device driver 

schema which adopts the USB2.0 technology has been brought out. This thesis implements 

an efficient universal BDM debugger which can be used in Freescale HCS08/HCS12 

familiy MCUs. This design resolves the common bottleneck of communication frequency 

and speed. Meanwhile, in the basis of research in the communication specification, this 

thesis analyzeds the communication interface functions of CodeWarrior IDE and 

implements specific communication functions for USBDM. These entire features make 

USBDM can be work with CodeWarrior. USBDM DLL can also used in other projects and 

provides a convinent way to update firmw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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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飞思卡尔半导体公司是为汽车、消费、工业、网络和无线市场设计并制造半导体

产品的全球领先供应商。它旗下的 8 位、16 位及 32 位 MCU 由于性能优越而被广泛

应用于众多领域。利用 MCU(Microcontroller Unit，微控制器)进行嵌入式产品的开发，

一个好的嵌入式开发工具是不可或缺的。嵌入式开发工具通常由负责代码编辑、编译

的 ID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Environment，集成开发环境)和与目标 MCU 连接的编

程调试器两部分组成[1-3]。飞思卡尔公司针对 HCS08、HCS12 和 ColdFire 各系列 MCU

提供了相应的开发工具。在国内各大高校进行了相关的研究，苏州大学于 2002 年开

发了 SD-1 在线编程系统[4-5]。经过多年的改进，推出了各系列的 MT-IDE 及对应的编

程调试器，但这些编程调试器存在适用范围狭窄且不能与飞思卡尔 CodeWarrior IDE

兼容的问题。本文在 MT-IDE 编程调试器的基础上，以适用整个 HCS08/HCS12 系列

MCU 和兼容 CodeWarrior 为目标，开发了通用 BDM(Background Debug Mode，后台

调试模式)编程调试器 USBDM(Universal BDM)。 

本章首先介绍了编程调试器的发展历程与现状，阐述了本课题研究的必要性，然

后给出了课题所要实现的功能，最后给出了本文的研究内容与论文结构。 

1.1 课题背景 

1.1.1 调试技术的发展 

嵌入式调试技术的发展过程与嵌入式应用开发技术的发展如影随行，密不可分[6]。

随着硬件和软件技术的不断发展，嵌入式应用开发的技术越来越高级，越来越完善。

相应的嵌入式调试技术也得到了不断的发展，嵌入式调试方式的更新是其发展的重要

标志。嵌入式调试技术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7-10]： 

1) Crash and Burn 

“Crash and Burn”是最原始的调试方式。用户编写代码并反复检查直到编译通过，

随后将程序固化到目标 MCU 的非易失性存储器中，观察程序能否正常运行； 

2) ROM 监控 

ROM 监控是预先固化在目标机 ROM 空间中的程序，它通过执行宿主机发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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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试命令来配合调试器共同完成用户程序的调试[11]。这种方式实现简单、方便不需要

专门的硬件支持，但存在的缺点也很明显：一是需要目标机提供 ROM 芯片支持；二

是监控程序占用 MCU 时，用户程序无法响应中断；三是监控程序要占用目标机的资

源，如串口、网口等。 

3) ROM 仿真器 

ROM 仿真器是用来代替目标机上的 ROM 芯片的设备。这种方式下由 ROM 仿真

器提供 ROM 芯片，因此可以允许目标机没有 ROM 芯片，目标机的 MCU 通过访问

ROM 仿真器来仿真 ROM 芯片。这种方式的缺点是目标机通常要支持外部 ROM 存储

空间，并且由于要和 ROM 监控配合使用，因此它具有 ROM 监控所具备的所有缺点。 

4) 在线仿真 

ICE(In-Circuit Emulator，在线仿真器)是一种用于替换目标机上 MCU 的设备。仿

真器上的 MCU 是一种特殊的 MCU，它能够执行目标机上的 MCU 所能执行的指令，

并且它比一般的 MCU 具有更多的引出线，能够将内部的信号输出到被控制的目标机。

ICE 和目标机相连时，一般是把目标机上的 MCU 取下，将 ICE 的引出线接到目标机

的 MCU 的插槽。调试时，主机上的调试器通过 ICE 来控制目标机上的用户程序。这

种方式特别适用于调试一些实时应用系统、设备驱动程序以及测试硬件的功能。利用

ICE 可以非常精确地测定每条指令执行的时间，进行一些实时性能分析。但价格过于

昂贵，不便于推广[12]。 

5) 片上调试 

OCD(On-chip Debugging，片上调试)是 MCU 提供的一种调试软件的功能，一般

来说，采用两级模式来实现：即将 MCU 的模式分为一般模式和调试模式两种。当

MCU 处于调试模式时，它不再从内存读取指令而是从调试端口读指令，这样调试器

可以直接向目标机发送调试命令，完成各种调试功能。这种调试方式的优点是不占用

目标机上的资源，调试环境和程序运行的最终环境一致。其缺点是调试的实时性不如

ICE 方式强，并要求目标机的 MCU 具有 OCD 功能。OCD 存在各种实现方式，标准

也不统一，如存在 BDM、JTAG、OnCE 等多种标准，也为它的普及造成了一定的障

碍。 

6) 软件仿真 

通常用的软件仿真是指令级的仿真(Instruction Level Simulator)，它相当于在主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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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虚拟一台目标机。该目标机 MCU 可以和主机的 MCU 不同。比较高级的软件仿真

可以模拟目标机的外部设备，如 I/O 设备。利用软件仿真的最大好处就是可以不用真

正的目标机，并且在调试时可以提供更详细的错误诊断信息。但也有不足之处，如与

实际运行环境差别较大以及被调试程序执行的时间特性较差等。因此，软件仿真主要

适用于对时间特性没有要求的程序或者逻辑验证程序。 

1.1.2 后台调试模式应用现状 

目前为众多芯片厂商采用的调试方法是片上调试。由于各厂家具体实现方法不同，

名称也不一样，例如飞思卡尔的 BDM、IBM 的 JTAG 以及德州仪器的 MPSD 等[7]。

但是实现的功能大致相同：通过相应的 OCD 接口访问目标 MCU 的存储空间、寄存

器等资源。 

飞思卡尔免费发布了 BDM 调试技术的相关资料，并在其 MCU 中广泛使用 BDM

调试技术[13-14]，在 HCS08、RS08 以及 HCS12 中使用了 6 引脚的 BDM 接口，其中实

际使用了 4个引脚；32 位 ColdFire 系列MCU支持 JTAG 和BDM两种调试方式[15-16]，

其中 BDM 接口为 26 引脚。该调试方式基本不占用目标机的资源，并且能满足一定

的实时性要求，需要的成本也较为低廉。 

飞思卡尔的BDM是一种芯片内置的并且几乎不占任何系统资源的新型微控制器

在线调试模式，为微控制器的开发提供了一个更加方便可靠的调试环境。它是一种基

于硬件的调试手段，为设计人员提供了一种更接近于CPU核心的调试方法。通过BDM

接口，用户可以中断 CPU 的运行，进行单步调试程序，读取 CPU 寄存器内容[17]。 

BDM 调试工具既可以用来向目标板下载程序，也可以将目标板上 MCU Flash 中

的程序擦除。这就是 BDM 编程调试器的 Flash 写入、擦除功能，即编程功能。通常

具备这种编程功能的工具称为写入器。这里之所以称 BDM 编程调试器而不称为写入

器，是因为 BDM 编程调试器除了编程功能之外还具有在线调试的功能[18]。 

1.2 编程调试器开发的必要性 

目前国内使用较多芯片为 51 和 ARM[19]，飞思卡尔的 MCU 使用较少。但随着飞

思卡尔在中国市场战略的推进和大学计划的推广，飞思卡尔的 HCS08/HCS12 系列

MCU 以其优越的性能和性价比被越来越多的国内的科研机构、工程技术人员所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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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使用。 

目前市场上能够找到的适用于飞思卡尔 HCS08/HCS12 系列 MCU 的 BDM 编程

调试器工具很少，较为常见的如表 1-1 所示[20]。从表中可以看出，目前市场上支持

HCS08/HCS12 的 BDM 编程调试器基本都是由国外公司提供的，其性能通常比较优

秀，可是价格相当昂贵不适合小企业和个人开发使用。另外，国外还有开源的编程调

试器 TBDML，TBDML 编程调试器适用于 HCS12 系列，并且也得到了飞思卡尔 IDE

的支持。但是 TBDML 编程调试器的设计时考虑不全面，存在一定的问题，该问题将

在下文分析。 

表 1-1 CodeWarrior 支持的 BDM 编程调试器   

公司 产品型号 价格 

P&E Cyclone PRO 499 美元 

SofTec 

Microsystems 
inDART-One 399 美元 

P&E BDM MULTILINK 99 美元 

开源 TBDML 19 美元 

近年来飞思卡尔加大了在国内的宣传力度，在高校设立了一些研究机构。其中清

华大学、苏州大学、北京交通大学和天津工业大学分别研究并推出了相应的成果。 

清华大学的BDM写入调试器是在开源编程调试器TBDML的基础上进行改进的，

该编程调试器只能支持 HCS12 系列的 MCU，并且使用了低速 USB(Universal Serial 

Bus，通用串行总线)传输，速度较慢。 

北京交通大学的编程调试器是针对 HCS12 系列 MCU 开发的特定编程调试器，

不具备通用性，也不具备兼容性[18]。 

天津工业大学的编程调试器使用串口与 PC 通信，速度无法得到保证并且只适用

于 HCS08 系列的 MCU[20]。 

笔者所在的苏州大学飞思卡尔实验室针对 HCS08 和 HCS12 系列 MCU 分别研发

了 MT-IDE for S08 和对应的编程调试器 MT-Programmer(for S08)、MT-IDE for HCS12

和对应的编程调试器 MT-Programmer(for S12)并得到了推广，为一些开发者所使用。

但这两种编程调试器依然存在一定的问题：首先，它们是针对笔者实验室开发的 IDE

使用的，不能与 CodeWarrior 兼容，不便于 CodeWarrior 用户的使用；其次，下载速

度不能令人满意；最后，两个编程调试器相互独立，浪费了资源，增加了成本。 



飞思卡尔 HCS08/HCS12 系列 MCU 编程调试器的设计与研究                                 第一章 绪论 

5 

基于以上情况，笔者认为有必要研发一款适用范围更广的高性能通用编程调试器。

这样一方面可以对笔者实验室原有的研究工作进行总结，另一方面可以为广大飞思卡

尔工程开发人员提供价格低廉又通用的高性能开发工具。 

1.3 本文工作和结构 

1.3.1 本文工作 

本文的主要目的是设计并实现一款通用高性能编程调试器。并使其符合以下三个

要求：一是适用于 HCS08/HCS12 系列的所有 MCU；二是有较高的通信速度；三是

能够实现与 CodeWarrior 的兼容。 

本文工作安排如下： 

1) 需求分析与总体设计 

在进行系统设计之前，要明确编程调试器的实现目标，确定编程调试器的总体框

架和设计原则。笔者首先学习了本系统所涉及的基础知识，包括 USB 通信和 BDM

通信协议。然后剖析了 MT-Programmer(for S08)和 MT-Programmer(for S12)的存在的

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新的解决方案的总体框架和实现与 CodeWarrior 兼容的方

法。 

2) 硬件平台设计与实现 

硬件设计时首先进行芯片选型。本文选择了带有 USB2.0 模块的 MC9S08JM60

作为主控芯片；参考已有的外围电路，从兼容 HCS08/RS08/HCS12 系列 MCU 出发，

设计硬件原理图；在此基础上绘制 PCB(Printed Circuit Board，印刷电路板)电路图；

在制板后，焊接各个元件并进行测试，完成硬件系统。 

3) 软件设计 

软件设计部分分为 MCU 方和 PC 方两部分。 

MCU 方首先完成了各个模块的驱动程序，包括 USB、电源控制、复位控制等模

块；然后实现了 BDM 单字节通信程序簇，并在此基础上完成了所有 BDM 命令子程

序的封装；最后通过对 PC 方发送数据的解析，将数据转化为与目标 MCU 通信的电

平。 

PC 首先对 USB 驱动程序进行了封装，实现对编程调试器的操作函数，包括设备

打开、关闭、发送和接收数据等；其次在设备操作的基础上，编写了对目标 MCU 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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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子程序，包括对目标 MCU 的寄存器、存储器访问等功能，并发布为 DLL(Dynamic 

Linkable Library，动态链接库)。 

4) 给出一个应用方案 

在完成以上设计之后，使用该软件部分设计 USBDM 驱动程序库，完成了一个简

单下载程序，该程序可以对 HCS08/HCS12 系列的 MCU 进行 Flash 编程，下载可执行

代码 S19 文件。通过该实例，说明了使用 USBDM 驱动程序库进行二次开发的方法。 

1.3.2 本文结构 

全文共六章，各章的内容安排如下： 

第一章简要叙述了编程调试器的发展历史和应用现状，分析了目前国内飞思卡尔

编程调试器的局限，给出了本文的主要工作与结构。 

第二章介绍了本课题涉及的相关的基础理论知识，主要有 USB 通信和 BDM 通

信两部分。然后分析笔者实验室编程调试器存在局限的原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新

的解决方案，着重讨论了如何实现 USBDM 编程调试器与 CodeWarrior 兼容。 

第三章详细讲述各个功能模块的硬件设计过程，包括功能分析、元件选型、电路

设计和硬件测试等步骤。 

第四章阐述在硬件基础上的软件设计，包含 MCU 方 USB 及 BDM 通信程序和

PC 方动态链接库的实现，并给出相应的软件测试结果。 

第五章利用本文设计的编程调试器，设计了一个简单的 HCS08/HCS12 编程下载

工具。 

第六章对课题的工作进行总结，并分析了设计中存在的不足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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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相关技术概要和设计方案 

设计一个性能良好的通用编程调试器需要理解其涉及的相关理论知识和设计中

可能存在的误区。本章首先简要介绍了编程调试器所涉及到的 USB2.0 技术和 BDM

通信技术；然后根据这些技术原理分析了笔者所在实验室原有编程调试器存在问题的

原因；最后从与 CodeWarrior 兼容以及高性能方面考虑给出了新型通用编程调试器的

设计方案。 

2.1 编程调试器相关基础知识 

设计编程调试器涉及到的知识可以概括为通信这一点。通信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

容：一是 PC 与编程调试器之间的 USB 通信；二是编程调试器与目标 MCU 的 BDM

模块之间的通信。本节就将设计中涉及的 USB 和 BDM 通信技术作简要介绍。 

2.1.1 USB2.0 接口技术 

1．USB拓扑结构 

USB 通用串行总线是一个软硬件相结合的系统体系，可以分别从物理的与逻辑

的角度来理解 USB 的体系结构[21]。 

物理上，USB 采用了层叠星型拓扑结构[22]。集线器(HUB)是每一个星型拓扑的中

心，HUB 的每个终点可能是一个功能设备或又是一个 HUB。USB 的物理结构如图

2-1(a)所示。 

逻辑上，HUB 对主机和设备是透明的，HUB 也可以被认为是一个 USB 的终点。

USB 的逻辑结构如图 2-1(b)所示。 

 

 

 

 

 

 

 

(a) USB 物理总线结构 

 

 

 

 

 

 

 

(b)  USB 逻辑总线结构 

图 2-1USB 总线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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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盘

手柄

打印机

根HUB

主机

HUB
HUB

设备
设备

设备

设备



第二章 相关技术概要和设计方案                飞思卡尔 HCS08/HCS12 系列 MCU 编程调试器的设计与实现 

8 

2．USB2.0的传输方式 

USB 规范的 2.0 版本于 2000 年 4 月推出，支持以下三种速度模式[23]：低速模式

(low speed)1.5Mb/s；全速模式(full speed)12Mb/s；高速模式(high speed)480Mb/s。 

数据和控制信号在 USB 主机与设备之间的交换存在单向和双向两种通道。USB

上的数据传输是在主机和设备的指定端口之间进行的，主机与设备端口之间的联系称

作管道，各管道之间的数据传输是独立的。一个 USB 设备可以有多个管道。 

USB 数据传输有四种基本的传输方式：控制传输、批量传输、中断传输和同步

传输[24]。每个管道某一时刻只能支持一种传输方式。 

(1) 控制传输：控制传输一般用于主机和 USB 设备的端点 0 之间的传输，通常用

控制传输对设备进行配置，也可以用于传输普通数据。 

(2) 批量传输：批量传输通常在大量数据传输时使用，这种传输方式没有带宽和

时间的保证。通常用于打印机、扫描仪等设备。在传输时，被数据占用的大量带宽可

以根据实时情况进行调整。 

(3) 中断传输：中断传输的数据通常是少量的分散的不可预测的数据，并且数据

的延迟时间在有限的范围之内。中断数据一般由事件通知等组成。例如 USB 鼠标和

键盘就是使用的这种传输方式。 

(4) 同步传输：这种传输方式提供确定的带宽和时间保证，因此被用于时间要求

严格并且具有较强容错性的数据传输，例如在同步的音频或者视频传输时就采用这种

传输方式。 

3．USB2.0数据格式 

USB 数据由二进制数字串构成。首先数字串构成域(七种)，域再构成包，包构成

事务(IN、OUT、SETUP)，事务最后构成传输(控制传输、批量传输、中断传输和同

步传输)[25]。下面简单介绍一下域、包、事务和传输的概念，具体定义详见 USB2.0

规范。 

(1) 域：这是 USB 通信中最小的数据单位。共分为七种：同步域、标识域、地址

域、端点域、帧号域、数据域和校验域。 

(2) 包：共有四种类型。分别为令牌包、数据包、握手包和特殊包。 

(3) 事务：有 IN 事务、OUT 事务和 SETUP 事务三种。每种事务都是由令牌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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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包和握手包三个阶段组成。IN 事务用于主机向设备请求数据；OUT 事务用于主

机向设备发送数据；SETUP 事务用于主机向设备发送标准 USB 设备请求命令。 

(4) 传输：前文提到四种传输都是由事务组成的。其中控制传输由三个阶段构成

（初始设置阶段、可选数据传输阶段和状态阶段），如果将每一个阶段看成一个事务，

那么控制传输可以说由三个事务构成。初始设置阶段使用了 SETUP 事务；数据传输

阶段的事务方向由第一阶段 SETUP 事务决定；状态阶段表示传输完成了，此时数据

的流向与数据阶段相反，数据阶段为 OUT 事务，则状态阶段为 IN 事务，数据阶段为

IN 事务，状态阶段为 OUT 事务。 

4．USB标准设备请求 

USB 设备通过一组描述符来反映 USB 设备的设备层、配置层、接口层和端点层

的属性。USB 主机需要在配置阶段获取设备的这些信息并进行相关配置。在这个过

程中主机使用了控制传输，具体是在控制传输的 SETUP 事务的数据包中使用了 USB

标准设备请求。 

USB 设备的标准设备请求共有 11 个，大小都是 8 个字节，具有相同的结构，由

5 个字段组成。这些请求分别为： 

(1) GET_STATUS：用来返回特定接收设备的状态； 

(2) CLEAR_FEATURE：用来清除或禁止接收设备的某些特性； 

(3) SET_FEATURE：用来启用或激活接收设备的某些特性； 

(4) SET_ADDRESS：用来给设备分配地址； 

(5) GET_DESCRIPTOR：用于获取设备的特定描述符； 

(6) SET_DESCRIPTOR：设置设备中有关的描述符； 

(7) GET_CONFIGURATION：用于获取设备当前的设备配置值； 

(8) SET_ CONFIGURATION：用于设置设备采用的配置； 

(9) GET_INTERFACE：用于获取当前某个接口描述符的编号； 

(10) SET_INTERFACE：用于设置设备采用的某个接口描述符； 

(11) SYNCH_FRAME：用于设置和报告一个端点的同步帧。 

5．USB设备状态 

根据 USB 设备实现的功能，可以分为若干种状态，USB 设备状态有以下几种： 



第二章 相关技术概要和设计方案                飞思卡尔 HCS08/HCS12 系列 MCU 编程调试器的设计与实现 

10 

1) 连接状态 

USB 设备已经连接在主机或集线器的下行端口上，但 USB 总线还没有提供电流

给 USB 设备。 

2) 上电状态 

USB 设备已连接至主机或集线器的下行端口，且已得到 USB 总线电源，但还没

有被复位。 

3) 缺省状态 

USB 设备会响应主机或集线器下行端口发出的复位信号，并进行复位操作。在

复位操作结束后，USB 设备进入缺省状态，这时它可以从总线上获取小于 100mA 的

电流，并可使用缺省设备地址对某些 USB 事务作出响应。 

4) 地址状态 

USB 设备复位结束后，主机会为其分配一个唯一的设备地址，当设备还没有被

配置时，这时设备处于地址状态。 

5) 配置状态 

USB 设备在使用前必须被配置，即正确处理主机发出的 SetConfiguration(x)请求，

其中 x 代表一个非 0 的配置值。在配置操作完成后，USB 设备将处于配置状态。 

6) 挂起状态 

当 USB 设备在 3ms 内没有检测到总线活动时，它将自动进入挂起状态，这时其

仍将保持原有的设备地址和配置值。USB设备进入挂起状态时可以节省系统的功耗。 

2.1.2 BDM 通信技术 

BDM 与飞思卡尔 MC68HC08 系列 MCU 的监控调试模式不同[26]，它是一种新的

片上调试技术，在飞思卡尔的 HCS08/RS08/HCS12 系列 MCU 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BDM 调试的基本思想是在 MCU 片内嵌入一个 BDM 调试模块，该模块通过专用的内

部连线可以访问 MCU 的片内资源。模块以单线方式与外界通信，根据收到的外部命

令执行相应 的操作， 并将执 行的结果 发送出去 。 HCS08/RS08 MCU 中的

BDC(Background Debug Controller, 后台调试控制器)主要用于实现对 BDM 命令的解

码及部分 BDM 命令的执行，而在 HCS12 系列 MCU 中这些工作是通过内部的固件

ROM 来实现的[2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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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思卡尔 MCU 有一根被称为 BKGD 的数据线，该数据线即为目标 MCU 的调试

接口。这为编程调试提供了极大的方便。这种调试技术能够在不影响用户程序运行的

情况下执行访问存储器、修改 MCU 的内部寄存器、设置断点和单步等操作。 

1．BDM通信协议 

BDM 使用单线传输协议，这要求通信双方必须使用相同的时钟频率。对于目标

机，该时钟频率即 BDM 时钟频率，同时它与 BDC 时钟频率也是一致的。下文讨论

中涉及的 BDM 时钟频率和 BDC 时钟频率表示同一时钟频率。BDM 通信时钟频率既

可以源于自身的总线时钟频率，也可以来自其内部的 BDM 专用时钟频率。不同的

HCS08/RS08/HCS12 MCU 其 BDM 专用时钟源频率可能不一样。 

MCU 复位时，BDM 状态和控制寄存器 BDCSCR 的 CLKSW 位默认为 0，即复

位后 BDM 的默认时钟为 BDM 专用时钟。这个 BDM 专用时钟源是固定频率的，通

常为总线时钟的一半。在用 BDM 进行调试时，一般选用 BDM 专用时钟源而不使用

总线时钟，这是由于 BDM 专用时钟源频率稳定，易于保证双方通信速率的匹配，而

总线时钟有可能因为用户程序的设置而产生变化，从而影响 BDM 通信的正常进行。 

 

 

 

 

 

 

 

 

 

 

 

 

 

图 2-2 BDM 编程调试器向目标 MCU 发送数据位的时序 

BDM 的底层操作是读、写一个数据位（bit），而 BDC 指令，其基本单位是 1 字

节（byte），因此，在 BDM 通信中，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可靠的读/写数据位操作的实

现。图 2-2 是 BDM 调试器通过 BKGD 引脚向目标机发送 1 位的时序图。从图中可以

看出，一个典型的 BDM 位传输过程持续 16 个目标机 BDC 时钟周期，每次位传送均

以一个下降沿开始，目标机在传输下降沿开始后的第 10 个周期时读取 BKGD 引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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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电平值。下一个数据位的传输必须从第 16 个周期之后开始。 

 

 

 

 

 

 

 

 

 

 

 

 

 

图 2-3 BDM 编程调试器从目标机接收数据位“1”的时序 

图 2-3 是调试器从目标机读取数据位 1 的时序图。从图中可以看出双方协商的过

程：首先是 BDM 调试器拉低 BKGD 引脚 4 个目标机 BDC 时钟周期，然后 BDM 调

试器释放对 BKGD 引脚的驱动。由于双方在位传输起始点的确定上可能相差 1 个时

钟周期，同时双方时钟存在差异所以目标机无法确定调试器释放BKGD的准确时刻。

如果目标机立刻驱动 BKGD 为高，有可能与调试器的输出低电平时刻有重叠，就可

能造成高低电平短接。因此目标机不是在探测到 BKGD 引脚跳变为低电平 4 个 BDM

周期后就开始驱动 BKGD，而是延长到第 8 个周期才驱动该引脚。这样，在调试器释

放对 BKGD 引脚的驱动时，通信双方的 BKGD 管脚均处于输入状态，BKGD 靠内部

上拉电阻上拉维持高电平。由于 RC 时间常数的影响，这个上拉过程将持续一段的时

间。在传输开始后的第 8 个周期，目标机开始驱动 BKGD 为高电平产生加速脉冲，

以加速 BKGD 引脚的上升过程。此后，数据已经准备好，BKGD 引脚为稳定的高电

平，目标机随后释放对 BKGD 的驱动。调试器在第 10 个周期读取 BKGD 引脚的高

电平“1”。到第 16 个周期，数据位传输过程结束，可以开始下一次新的位传输。 

调试器从目标机读取数据位 0 的过程与读取数据位 1 的过程大体相同。略有不同

的是当目标机探测到调试器发出的低电平跳变后，目标机持续驱动 BKGD 为低，直

到第 13 个周期后驱动 BKGD 回到高电平并释放。调试器在第 10 个周期读取 BKGD

引脚的低电平“0”。图 2-4 为调试器接收数据位“0”的时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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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 BDM 编程调试器从目标机接收数据位“0”的时序 

因为难以保证调试器端与目标机的时钟频率严格一致，而且双方对发送起始点可

能存在一个周期的误差，所以在位读/写的时序上保留了很大的余量，一般在 BKGD

的电平稳定后的一两个周期接收端才采样信号，并且发送端也在预期采样点后 4～5

个周期内才释放对 BKGD 引脚的驱动。这就保证了即使在两端时钟有较大偏斜的情

况下，也有足够的建立和保持时间。 

 

 

 

 

 

 

 

 

 

 

 

图 2-5 目标 MCU ACK 脉冲 

当目标 MCU 成功执行完一条 BDM 命令后，会发送硬件握手信号 ACK 给编程

调试器。该握手信号在 BKGD 上表现为：先是 16 个 BDM 时钟周期的低电平脉冲，

随后是一个上升沿。当编程调试器接收到 ACK 后，如果是读命令，就开始读取数据；

如果是写命令或控制命令，则可以开始发送新的命令。ACK 至少在编程调试器发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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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令后的 32 个周期后才会被发出。目标 MCU 的 ACK 脉冲图如图 2-5 所示。 

下面以读取单字节数据命令 READ_BYTE 为例阐述 ACK 握手协议命令级时序。

在命令执行过程中，首先编程调试器向目标 MCU 发送 1 个字节的操作码，再发送 2

字节存储器地址。目标 MCU 在收到该命令后，由 BDM 模块解码命令，并将偷取一

个总线周期的时间用来执行 READ_BYTE 操作。随后，目标 MCU 的 BDM 模块产生

一个 ACK 脉冲信号，编程调试器检测到 ACK 之后，开始接收目标机发送的单字节

数据。该命令的执行过程如图 2-6 所示。 

 

 

 

 

 

 

 

 

图 2-6 命令级握手协议 

在 BDM 通信过程中，会涉及到同步指令 SYNC，下文的软件实现部分会详细说

明如何使用 SYNC。而其他内容如当前命令中止、BDM 命令超时等，在此不再详细

介绍。 

2．BDM命令组织 

BDM 命令分为两类[27]：软命令和硬命令。软命令需要通过 CPU 运行才能实现，

执行这些命令必须让 CPU 停止运行应用程序，进入 BDM 模式。这类命令主要用于

完成读/写 CPU 寄存器、从指定地址处运行应用程序、单步执行应用程序等功能。硬

命令由 BDC 模块执行，可以在不干扰 CPU 运行的前提下利用 CPU 运行中的空周期

实现对存储器的读/写，动态修改存储器内容以及设置断点、设置 BDC 工作状态等功

能。 

根据命令字后面所带参数的性质，BDC 命令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1) 无参数，主要对应一些控制性质的命令，如 BACKGROUND 等。 

(2) 有参数，参数只有写入值，主要对应一些无需寻址（如寄存器）的写命令，

如 WRITE_A 等。 

(3) 无地址，有返回值，主要对应一些无需寻址（如寄存器）的读命令，如 READ_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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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4) 带地址和写入值，主要对应存储器写命令，如 WRITE_BYTE 等。 

(5) 带地址，有返回值，主要对应存储器读命令，如 READ_BYTE 等。 

(6) 带状态报告，主要对应一些增强的读、写命令，如 READ_BYTE_WS 等。 

2.2 影响编程调试器性能的因素 

在理解了 BDM 通信协议之后，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并找出在此通信协议下影响通

信频率和通信速度的主要因素，这样才可以找出实验室原有编程调试器的不足之处，

给出改进的设计方案。下文将对此深入剖析。 

2.2.1 BDM 通信协议剖析 

在 BDM 通信协议中，编程调试器向目标 MCU 发送一位数据的主要过程如下：

编程调试器首先将 BKGD 引脚拉低，形成一个下降沿，告知目标 MCU 位传输开始；

在 3~4 个 BDC 时钟周期之后，发送数据位上线；在 10~13 个 BDC 指令周期之后，

目标 MCU 会采样 BKGD 引脚上的电平以读取数据。此后编程调试器会将 BKGD 引

脚拉高以表示此次数据位的传输结束。同时可以准备下一位数据的传输。 

从以上过程中看出，在连续数据传输的过程中，数据的发送中有三个较为关键的

时刻：传输起始同步、数据上线和数据传输完成。这三个时刻之间的时间段构成了发

送一位数据的时间。假设总时间为 T，同步到数据上线时间为 t1，数据上线到传输完

成时间为 t2，传输完成到下一位数据同步时间为 t3，那么总时间 T=t1+t2+t3。 

在数据发送过程中，编程调试器从同步到数据发送完成的时间 t1+t2 对应于目标

MCU 的 10~13 个 BDC 时钟周期，考虑到目标 MCU 探测到同步可能有一个 BDC 时

钟周期的延迟，所以实际对应时将为 11~14 个 BDC 时钟周期。假设编程调试器的总

线频率为 fBUS，目标 MCU 的 BDC 时钟频率为 fBDM。那么会存在如下的关系： 

(t1+t2)/(11~14)=fBUS/fBDM，即 fBDM = fBUS×(11~14)/(t1+t2)      (1) 

由公式(1)可知各频率段下 t1+t2 的值。对于时间 t3 可以这样理解，在某特定频率

的通信过程中，时间 t3 越短，浪费的时间越少，传输的效率就越高。 

下面再分析编程调试器接收目标 MCU 数据的过程。 

编程调试器接收目标 MCU 数据的过程如下：编程调试器将 BKGD 引脚拉低以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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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传输，该过程持续 4 个 BDC 时钟周期；此后编程调试器释放对 BKGD引脚的驱动，

此时 BKGD 处于高阻抗状态。到第 10 个 BDC 时钟周期时，目标 MCU 会将发送数

据上线。在第 10~13 个周期编程调试器采集 BKGD 引脚读取数据。此后目标 MCU

会将 BKGD 引脚拉高表示传输结束。 

同样可以分为三个时间段，同步到释放 BKGD 引脚 t1，释放 BKGD 引脚到采样

读取数据 t2，读取数据到下一次同步时间为 t3，总时间 T=t1+t2+t3。与发送数据不同

的是，最早在第 9 个 BDC 时钟周期时，编程调试器可以采样读取数据。这样就有如

下的关系： 

(t1+t2)/(9~12)=fBUS/fBDM，即 fBDM = fBUS×(9~12)/(t1+t2)      (2) 

同样时间 t3 可以这样理解，在某特定频率的通信过程中，时间 t3 越短，浪费的

时间越少，传输的效率就越高。 

在通过以上的分析之后，就可以通过调整时间段 t1 和 t2 来设计恰当频率段的

BDM 通信子程序了。 

2.2.2 现有编程调试器局限分析 

实验室编程调试器 MT-Programmer(for S08)和 MT-Programmer(for S12)都采用飞

思卡尔公司的 MC68HC908JB8(以下简称 JB8)作为主控芯片，该芯片的 USB 模块支

持 USB1.1 协议，支持低速传输模式，最高速度可达 1.2Mbps。总线频率最高为 3MHz[29]。 

在实际使用中发现存在以下几个问题：一是整体速度较慢；二是无法做到和

CodeWarrior 兼容。三是对于一些使用高频率外部晶振的目标 MCU 无法进行编程调

试。 

对于第一个问题主要原因是 USB 通信速度的较慢，理论值最高为 1.2Mbps，再

加上在使用过程中需要不停的交互，这也使得实际速度远达不到理论速度。 

兼容问题存在的原因是多样的，编程调试器设计之初是考虑配合实验室自有 IDE

使用，同时当时也没有关于 CodeWarrior 编程调试器的接口资料。 

但是为什么不能对使用高频率晶振的目标 MCU 进行编程调试呢？下面通过对

MT-Programmer(for S12)编程调试器通信部分具体代码的剖析来分析这个问题。以下

为 MT-Programmer(for S12)编程调试器中适应最高频率段的发送子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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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DHX  @DATA_PORT             // HX指向DATA_PORT 

BDM_ENABLE_ASM_TX            // 使能BDM发送 

STA  bitCount                // 存储数据 

LDA  #BDM_OUT_MASK           // Mask to drive BDM_OUT high 

SEC 

ROL  bitCount                // 获取第一bit数据 

Loop: 

BCS  IsOne                   // [3]  为1跳转 

IsZero:                          // 发送0 

CLR  ,X                      // [2]   发送一个下降沿,用于同步 

CLR  ,X                      // [2]   数据(0)上线 

STA  ,X                      // [2]   置BKGD为高，发送该bit完成 

ASL  bitCount                // [4]   获取下一bit数据 

BEQ  Done                    // [3]   判断是否完成 

BCC  IsZero                  // [3]   为0跳转 

IsOne:                           // 发送1 

CLR  ,X                      // [2]   发送一个下降沿,用于同步 

STA  ,X                      // [2]   数据(1)上线 

STA  ,X                      // [2]   置BKGD为高，发送该bit完成 

ASL  bitCount                // [4]   获取下一bit数据 

BNE  Loop                    // [3]   判断是否完成 

Done: 

BDM_3STATE_ASM_TX            // [4]   三态BDM 

以上代码中阴影部分为数据同步到发送数据在 BKGD 引脚上的时间 t1+t2，共为

4 个指令周期（代码注释中[]内为指令周期数）。为了适应不同的频率段，可以通过增

加 NOP 指令延长数据在线保持时间。根据 2.2.1 中的公式(1)可以得出发送子程序适

用的最高频率段为 3MHz×（11~14）/4=8.25~10.5MHz。通过同样的方法分析接收子

程序，可以得出接收子程序适用最高频率为 7.5~10MHz，在此就不给出接收子程序代

码。这样就可以计算出 MT-Programmer(for S12)编程调试器适用的最高频率为 10MHz。 

通过以上分析，找出了 MT-Programmer(for S12)不能擦除写入一些高频率的目标

MCU 的原因。例如 MC9S12NE64，网络模块工作时需要外部晶振为 25MHz[30]，这

样的频率就高于 MT-Programmer(for S12)所能支持的通信频率上限。由公式(1)得知，

可以通过减少时间 t1+t2 或增大总线频率 fBUS来提高编程调试器所能适应频率 fBDM的

上限。实验表明：时间 t 在原有的硬件基础上已无法变小，而总线频率 fBUS也达到 JB8

的最大值。所以只能通过更换高频率的主 MCU 解决该问题。 

在分析了原有编程调试器的缺点之后，下文将从解决这几个问题出发，设计新的

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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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设计方案 

2.3.1 整体框架 

目前，市场上已有的 BDM 编程调试器基本上同时采用了如下框架：编程调试器

通过 USB 接口或串口与 PC 通信，同时通过 BDM 接口与目标 MCU 通信[31]。本文在

设计时也采用这样的框架，具体如图 2-7 所示。 

 

 

 

 

 

 

 

 

 

图 2-7 编程调试器框图 

在这种框架结构下，编程调试器接收从 PC 发送来的操作命令和数据，对命令进

行解析后，与目标 MCU 进行通信，让目标 MCU 完成相应的功能操作。针对不同的

目标 MCU，由 PC 发出命令告诉编程调试器目标 MCU 的型号等信息。 

在编程调试器与 PC 连接部分，采用 USB 接口，而且要采用较快数据的传输方

式。这主要基于两点考虑：一是 BDM 接口在频率较高时，通信速度很快，为了尽可

能保证整个系统的性能，在 PC 机和编程调试器之间采用快速的 USB 接口取代串口。

二是随着计算机上串口使用越来越少，而 USB 接口的普及，USB 接口成为计算机的

标配。 

主控 MCU 的速度要快，这主要是为了解决编程调试器适用频率段的问题。不光

要满足现有要求，还要考虑到未来几年内的 MCU 发展情况。 

编程调试器的适用范围上要比原有编程调试器更广，要使其同时适用于

HCS08/HCS12 系列 MCU。在硬件设计时，出于接口相同的考虑还要保证硬件上兼容

RS08 系列的 MCU，以便于编程调试器日后升级。 

在PC方软件设计时，从与CodeWarrior兼容和二次开发两方面考虑，设计USBDM

编程调试器的驱动链接库。具体方案将在下一小节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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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与 CodeWarrior 兼容性解决 

1．CodeWarrior与编程调试器的通信 

在解决兼容性问题之前，有必要明白CodeWarrior是如何与编程调试器通信的[32]。 

CodeWarrior 为了实现对多种不同的编程调试器的支持，使用了一个名为 hiwave

的程序，通过该程序完成对目标 MCU

的 Flash 擦除、写入以及在线调试的功

能。当 hiwave 与底层通信时首先调用

了通用调试指令接口(Generic Debug 

Instrument Interface，GDI)程序[33-35]，

将通信命令和数据发送给GDI DLL程

序。GDI 程序对 hiwave 发送的命令和

数据进行解析，根据解析的结果调用

编程调试器驱动库中的函数。驱动库

的函数将与编程调试器固件方一致的

命令通过下一层的接口(USB 或串口)

驱动程序发送给编程调试器。最终编程调试器将收到的命令转换为对目标 MCU 的操

作。整个通信过程中的大体框图如图 2-8 所示。 

从图 2-8 中的通信结构来看，CodeWarrior 就有较大的扩展性，可以方便的对新

的编程调试器提供支持。 

2．兼容问题的解决 

从上文 CodeWarrior 与编程调试器通信过程的阐述，可以知道要实现编程调试器

与 CodeWarrior 兼容，PC 方软件主要有三部分工作要做：一是编写编程调试器的接

口驱动程序；二是在接口驱动程序的基础上实现编程调试器驱动库；三是实现

CodeWarrior 直接调用的 GDI 动态链接库。其中最重要的是 hiwave 与 GDI 通信的协

议。 

飞思卡尔并没有对外公布 GDI 通信协议，因此笔者无法编写支持 USBDM 编程

调试器的 GDI 动态链接库。但笔者在资料收集时找到了 CodeWarrior 支持的开源编程

调试器 TBDML 和 OpenSourceBDM，前者适用于 HCS12 系列 MCU，后者适用于

 

 

 

 

 

 

 

 

 

 

 

 

 

图 2-8 CodeWarrior 与编程调试器通信 

CodeWarrior中的编程调试工具
hiw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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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程调试器通信接口驱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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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CS08 系列 MCU。虽然 TBDML 和 OpenSourceBDM 也没有提供关于 GDI 动态链接 

库部分的内容，可 GDI 动态链接库调用

的编程调试器驱动库 TBDML.dll 和

OpenSourceBDM.dll 中函数的功能和参

数却是知道的。笔者通过对 USBDM 编

程调试器进行封装，编写 USBDM 编程

调试器的驱动函数库，并且该驱动函数库

与 TBDML..dll和 OpenSourceBDM.dll具

有相同功能函数，通过替换 TBDML..dll

和 OpenSourceBDM.dll 就 实 现 了 与

CodeWarrior 兼容。本文实现的 USBDM

编程调试器与 CodeWarrior 通信图如图

2-9 所示。 

在图 2-9 中，TBDML_GDI.dll 和 OpensourceBDM_GDI.dll 是开源编程调试器

TBDML 和 OpensourceBDM 中提供的，本文实现 GDI 层以下的所有内容。兼容的关

键是在 USBDM 驱动库。这一层分为两个动态链接库，分别用于实现 TBDML.dll 和

OpensourceBDM.dll 中的功能函数。虽然具有相同的功能函数，但是 USBDM 驱动库

调用的下层驱动以及 USBDM 编程调试器与 TBDML 和 OpensourceBDM 编程调试器

没有关系。 

2.4 本章小结 

本章主要工作总结如下： 

(1) 简要描述了 USB2.0 接口的相关技术。给出 USB 的体系结构、传输方式。数

据格式等。 

(2) 具体介绍了 BDM 通信的协议，包括一个数据位的收发过程、以及硬件握手

协议。 

(3) 对 BDM 通信协议进行了深层次的剖析，给出了 BDM 通信过程中各个时间

段对通信频率段的影响。应用得出的结论分析实验室原有的编程调试器并找出局限存

在的原因。 

 

 

 

 

 

 

 

 

 

 

 

 

 

 

图 2-9 CodeWarrior 与 USBDM 通信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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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根据原有编程调试器的给出了新的设计方案。整体框架不改变，但是在硬件

方面考虑 BDM 接口适用于 HCS08/RS08/HCS12 三个系列的 MCU，主控 MCU 方面

采用更高通信速度和更高总线频率的芯片；对 USBDM 编程调试器与 CodeWarrior 兼

容进行分析，得出兼容的方法以及 PC 方软件所要做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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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硬件设计 

硬件是整个系统的基石，是软件运行的平台。良好的硬件设计是产品设计成功的

关键。根据实验室已有的设计基础，笔者设计了能够同时兼容 HCS08/RS08/HCS12

系列目标 MCU 的高性能通用编程调试器 USBDM。 

本章将阐述 USBDM 编程调试器的硬件设计以及硬件测试。设计部分包括主控芯

片最小系统电路、目标 MCU 电源控制电路、复位控制检测电路、BDM 通信电路的

设计。 

3.1 芯片选型及功能概述 

1．选型原则 

在嵌入式硬件设计中，一旦确定了系统功能，首先要做的就是主控芯片的选型。

选型的原则如下： 

1) 性能需求 

在进行嵌入式系统设计时，首先要考虑的是所选芯片性能是否能满足系统的需求。

芯片的性能因素主要有运算速度、集成功能模块、内部存储器的大小、I/O 引脚数等。

从这个角度看，本系统要求所选芯片具有 USB 模块以及较快的运算速度。 

2) 价格因素 

片面追求高性能可能使得系统的成本较高，不利于产品的推广。较高的性价比才

能使嵌入式产品立于不败之地。因此价格因素在系统设计时也是不能被忽视的。 

3) 开发工具 

市场上芯片种类繁多，各个厂家之间没有统一的标准因而相应的开发工具也各不

相同。如果选择相对便捷的开发工具将能提高开发效率，有效缩短开发周期。 

4) 功耗 

嵌入式系统的功耗也是设计实际产品时需要考虑的因素[36]。尤其对需要电池供电

的便携式系统，降低系统功耗可以延长电池的寿命，从而降低系统的运行成本。对芯

片来说，可以通过选择内核简单、供电电压低、带低功耗模式的 MCU 来降低功耗。 

在 USBDM 写入调试器硬件设计时，选择主控芯片有两点很重要：一是要选择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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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USB 模块的 MCU；二是所选 MCU 要具有较快的运算速度。综合考虑决定采用

Freescale 的 MC9S08JM60 作为主控芯片。 

2．主控芯片MC9S08JM60简介 

MC9S08JM60 (以下简称 JM60)是 Freescale 公司 2008 年新推出的一款 HCS08 系

列的 MCU[37]；该 MCU 基于增强型 S08 核设计，CPU 频率最高为 48MHz，内部总线

频率高达 24MHz；具有片内 Flash 60K，片内 RAM 4K；在外设模块上，集成了 SCI、

SPI、IIC 等接口，并有 33 个通用 I/O 引脚；最大的特点就是集成了 USB 模块，该

USB 模块支持 USB2.0 协议，具有 7 个端点，其中端点 0 作为控制传输端点，其他 6

个端点可以配置，端点 5 与端点 6 可以组合提供双缓冲的性能。 

JM60 共有四种不同的封装，分别为 64 引脚的 QFP、64 引脚的 LQFP，48 引脚

的 QFN 以及 44 引脚的 LQFP。 

在本文中由于对 I/O的需求不是很多，因而采用了44引脚的LQFP封装的 JM60。 

3.2 编程调试器硬件设计 

3.2.1 最小系统电路设计 

一般说来，最小系统的电路由芯片工作的基本电路组成。在本文中主控芯片 JM60

的基本电路包括电源电路、晶振电路、复位电路以及 JM60 所具有 USB 模块的接口

电路。在设计中要求对个模块进行划分，形成一个个构件，以便模块复用[38]。 

1．电源电路 

电源是系统正常工作的基础，电源的稳定与否直接影响到系统工作的稳定性与可

靠性，在设计时，要考虑芯片的供电电压以及功耗等情况[39]。 

在该系统中，JM60 各模块正常

工作需要有三部分电源：MCU 主电

源，AD 模块电源和 USB 模块电源。 

其中 MCU 主电源给芯片内部稳压

器和 I/O 电路供电，电压范围为

3.3V~5V；AD 模块电源给 AD 模块

供电，电压范围为 3.3V~5V；USB

 

 

 

 

 

 

 

 

 

图 3-1 最小系统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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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电源为 USB 模块供电，其电压为 3.3V，可以由外部供给或从内部稳压器获得。

由于通过 USB 接口可以从 USB 主机(即 PC)获得 5V 的电源，所以本文采用芯片内部

的稳压器为 USB 模块供电。最小系统的电源电路如图 3-1 所示。 

2．时钟电路 

时钟电路为芯片工作提供基本的时钟信号。JM60 工作时

钟信号源可以为内部时钟也可以为外部时钟。当使用 JM60

内部晶振时钟时，总线频率不太稳定，而 USB 模块工作时要

求总线频率为稳定的 24MHz。考虑到要使用 USB 模块，所

以在设计时，增加了外部时钟电路。图 3-2 中晶振 Y1 为

12MHz无源晶振，电阻 R_X 以及电容 OSC1、OSC2 组成振

荡电路。 

3．复位电路 

复位信号能够使 MCU 进入初始状态，从用户定义的存储器地址开始执行程序。

而复位电路就是将RESET 引脚拉低产生复位信号让 MCU 复位。 

在设计该系统硬件时，基于如下考虑取消了利用 RESET 引脚提供复位功能的复

位按钮。一是 PCB 板放在盒子中，不太可能使用复位按钮；二是可以通过 USB 接口

的插拔让 JM60 进行上电复位从而实现相同的功能。但基于系统的稳定性考虑，仍然

将RESET 引脚通过电阻上拉到 5V，以防产生不必要的外部复位。 

4．BDM接口 

JM60 最小系统中包括其 BDM

接口，该接口如图 3-3 所示。该接口

与下文的编程调试器的 BDM 接口

不同之处在于，编程调试器 BDM 接

口是用于编程调试目标 MCU 的。而

该 BDM 接口是用于主控芯片 JM60

编程调试的。 

 

 

 

 

 

 

 

 

图 3-2 晶振电路 

 

 

 

 

 

 

 

图 3-3 BDM 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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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USB接口电路 

USBDM 编程调试器采用 USB

接口与 PC 相连，USB 接口有以下好

处：一是可通过 USB 接口直接从 PC

取电；二是使用 USB 要比传统的串

口通信速度快得多；三是便于携带，

方便使用等。 

图 3-4 给出了 USB 接口连接的

原理图。在图 3-4 中让 USB 接口的

VCC（引脚 1）与系统电源连接，为整个系统供电。USB_P（引脚 3）、USB_N（引

脚 2）通过电阻连接到 MCU 的 USBD+、USBD-引脚。而屏蔽壳接地，这样可以获得

更好的电磁屏蔽性。 

3.2.2 电源控制电路设计 

通过编程调试器可以为目标 MCU 提供一定的电源。通过查看飞思卡尔

HCS08/RS08/HCS12 系列 MCU 的电气特性，可以明确的知道目前飞思卡尔

HCS08/RS08/HCS12 系列 MCU 的工作电压为 3.3V 或 5V。若为 5V，那么 MCU 可直

接使用由编程调试器提供的电源电压；若为 3.3V 电压则需要由其他芯片进一步转换

得来。考虑到编程调试器要求能够对提供给目标 MCU 的电源进行完全控制，即对目

标板提供 5V、3.3V 或 0V 电源，因而选择 5V 转 3.3V 芯片时最好选择带使能功能的

芯片。在本设计中选用了美国国家半导体公司的 LP2981 来进行 3.3V 电源的控制，

而 5V 电源的通断控制使用一个 PNP 和一个 NPN 的三极管来搭建电路。 

1．LP2981简介 

LP2981 是美国国家半导体公司推出的固定输出电压稳压芯片[40]。该系列稳压芯

片能够提供从 2.5V 到 5V 的输出，能够提供 100mA 的电流，有 SMD 和 SOT-23 两种

封装。本文选择了 3.3V 输出 SOT-23 封装的 LP2981AIM5-3.3。 

LP2981AIM5-3.3 有 5 个引脚，如图 3-5 所示，各个引脚功能简述如下： 

(1) VIN 为工作电源输入引脚，本文中接+5V； 

(2) GND 为工作电源地引脚，接地端； 

 

 

 

 

 

 

 

 

 

 图 3-4 USB 接口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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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ON/OFF 是控制信号输入引脚，该引脚输

入高电平(5V)时，VOUT 输出为 3.3V；该引脚输入

低电平(0V)时，VOUT 输出为 0V； 

(4) N/C 不接； 

(5) VOUT 为电压输出引脚，本文中输出为

+3.3V 或 0V。 

2． 3.3V控制电路 

LP2981 的原理图如图 3-6 所示。 

 

 

 

 

 

 

 

 

图 3-6 3.3V 控制电路 

在图 3-6 中，输入电源 VIN 为+5V，输出电压为 VDD_BDM。电容 P_C1 和 P_C2

为滤波电容，可以确保输出的电源更加稳定可靠。Vdd3V_En（即 PTB0）控制

LP2981AIM5-3.3 是否工作。当 Vdd3V_En 为低电平时，下拉电阻 P_R5 使得

VDD_BDM 稳定在 0V；当 Vdd3V_En 为高电平时，输出电压 VDD_BDM 为 3.3V。 

3． 5V控制电路 

在 5V 控制电路上，笔者设计的电路经过了两次改进，最终得出了如图 3-7 所示

的控制电路[5]。下文先分析该电路的工作原理，至于其他没有被采用电路存在的问题

会在本章的设计体会中说明具体原因。 

其中，P_Q1 为 NPN 三极管，P_Q2 为 PNP 三极管，P_D1 为 3.3V 稳压管，P_R1、

P_R2 和 P_R3 分别为 10KΩ、5KΩ 和 100Ω 的电阻。Vdd5V_En*（即 PTB2）为 JM60

上的一普通 I/O 输出口，TVdd 为输出电源，即供给目标板的电源。假设 P_D1 与 P_R2

的连接处为点 J。 

当 Vdd5V_En*为高电平时，J 点的电压无法使 P_D1 反向导通，而 Vdd5V_En*

与 J 点电压差也无法让 P_D1 正向导通，这样 VDD5V_En*与 J 点之间处于断路状态， 

 

 

 

 

 

图 3-5 LP2981AIM5-3.3 引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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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 J 点电压为 5V。

P_Q2 处于截止状态。另一

方面，P_Q1 的基极与集电

极的压差超过了 0.7V，

P_Q1 处于导通状态，TVdd

与 GND 相 连 。 即

Vdd5V_En*=5V， TVdd = 

0V。 

当 Vdd5V_En*为低电

平时，显然 P_Q1 处于截止状态。而 P_D1 处于反向导通状态，由于 P_D1 的稳压作

用，J 点的电压为 3.3V。电阻 P_R2 的限流使得 J 点为电压信号，P_Q2 的发射极与基

极的压差大于 0.7V，P_Q2 处于导通状态，P_Q2 导通时的压降极小可以忽略，可以

认为 TVdd 等于 5V。即 Vdd5V_En*=0V，TVdd = 5V。 

3.2.3 目标 MCU 复位控制检测电路 

从前文的介绍我们知道对HCS08/RS08/HCS12 系列 MCU编程或调试需要让目标

MCU 工作在 BDM 模式下，而让目标 MCU 进入 BDM 模式通常是让目标 MCU 复位

后将 BKGD 引脚电平拉低一段时间。同时为了了解目标 MCU 的状态，设计了目标

MCU 的复位检测电路。 

在该电路设计时，考虑到该 USBDM 编程调试器适用的扩展性，主要是兼容 RS08

系列的 MCU。RS08 系列的 MCU 在进行 Flash 操作时需要由外部提供+12V 的电压，

比较特殊的是 12V 的高压是通过 RS08 系列 MCU 的 RESET（RST）引脚提供的[41]。

因而该电路要综合考虑以上几点内容，便于针对不同需求节省元件，在设计中使用了

升压芯片 MAX662A、N 沟道增强型MOS 管 BSS138 和 P 沟道增强型MOS 管 BSS84。 

1．MAX662A简介 

MAX662A 是美信公司的电荷泵电压转换芯片，该芯片能够提供 12V、30mA 的

电源，主要给 Flash 提供编程电压[42]。MAX662A 使用内部的电荷泵和外部的电容来

产生 12V 电压。该 MCU 有 8 个引脚的 SO 和 DIP 两种封装，引脚图如图 3-8 所示，

各个引脚的含义如下： 

  

 

 

 

 

 

 

 

 

 

图 3-7 5V 控制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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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C1-电荷泵 1 的电容负端； 

(2) C1+电荷泵 1 的电容正端； 

(3) C2-电荷泵 2 的电容负端； 

(4) C2+电荷泵 2 的电容正端； 

(5) VCC 输入电源，通常为 5V； 

(6) VOUT 输出电源， 

(7) GND 接地 

(8) SHDN 电源使能引脚，内部上拉到 VCC。低电平时，VOUT 输出为 12V；高电

平时，VOUT 与 VCC 相同。 

2．MAX662A电路 

用于 RS08 系列 MCU 

Flash操作的外部 12V电压

由 图 3-9 电 路 中 的

MAX662A 产生。 

图 3-9 中 M662_C1 和

M662_C2 为电荷泵正负极

两端的电容，用于产生 12V

电源。M662_C3 为滤波电

容，起到消除毛刺，稳定

电 源 的 作 用 。

Flash12VEn*(即 PTB1)控

制 12V 的产生。 

如果编程调试器不需要支持 RS08 系列的 MCU，该电路可以省略以节省不必要

的成本。 

3．复位控制检测电路 

复位控制检测电路设计时的主要难点是如何将 MAX662A 产生的 12V 电源和单

独的复位检测结合起来，以及如何在不支持 RS08 系列 MCU，即省略 MAX662A 的

情况下电路仍然正常工作。该电路使用了 P 沟道和 N 沟道的 MOS 管，具体电路如图

 

 

 

 

 

 

 

图 3-8 MAX662A 引脚 

 

 

 

 

 

 

 

 

 

 

 

 

 

图 3-9 12V 升压电路 

1

2

3

54

8

7

6

C1-

C1+

C2-

C2+ VCC

VOUT

GND

SHDN



飞思卡尔 HCS08/HCS12 系列 MCU 编程调试器的设计与实现                             第三章 硬件设计 

29 

3-10 所示。 

图 3-10 中 BR_Q1(简称 Q1)、BR_Q2(简称 Q2)和 BR_Q4(简称 Q4)为 N 沟道的

MOS 管 BSS138，BR_Q4(简称 Q4)为 P 沟道 MOS 管 BSS84。电阻 BR_R1(简称 R1)、

BR_R2(简称 R2)、BR_R3(简称 R3)、BR_R4(简称 R4)和 BR_R5(简称 R5)阻值分别为

10KΩ、100KΩ、100Ω、100KΩ 和 100KΩ，其中 R1、R2 和 R3 为限流电阻，R4 为上

拉电阻，R5 为下拉电阻。BR1 为跳线帽，用于选择是否支持 RS08 系列 MCU。RST_IO

（即 PTE5）与 Vpp_En（即 PTB3）为控制端口，RST_IO（即 PTE2）也是复位反馈

接收端口。 

首先分析支持 RS08 系列 MCU 的情况： 

当 Vpp_En 为低电平时，Q3 和 Q4 处于截止状态，当 RST_IO 为低电平时，Q1

中反向二极管将 Q1 的 S 端拉低[43]，这样 G-S 间的电压大于 2V，DS 导通。Q2 的栅

极上拉到 12V，源极为低电平，Q2 的 DS 也导通，通过限流电阻 R3，RST 引脚产生

低电平使目标 MCU 复位。当 RST_IO 为高电平时，Q1 的 DS 不导通，Q2 导通，RST

引脚为高电平。 

为了检测目标 MCU 的复位状态，RST_IO（PTE2）要求能够反馈 RST 引脚的电

 

 

 

 

 

 

 

 

 

 

 

 

 

 

 

 

 

图 3-10 目标 MCU 复位检测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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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分析电路发现与上面控制情况大体一致，RST 为低电平时，Q2、Q1 的 DS 端导

通，RST_IO（PTE2）为低电平，通过输入捕捉中断就可以检测到 RST 引脚的电平，

从而及时更新目标 MCU 的状态。 

当 Vpp_En 使能时，即为高电平时，Q4 的 DS 导通，Q2 的栅极为低电平，Q2

截止，Flash_12V 与 RST_IO 电压互不干扰。而 Q3 的 SG 电压大于 Vt，DS 导通，RST

引脚的电压为 12V，可以为 RS08 系列 MCU 的 Flash 擦除及编程提供电压。 

不支持 RS08 系列 MCU 的情况： 

在不需要支持 RS08 系列 MCU 的情况下，可以省略图 3-10 中的 Q2、Q3、Q4、

R1、R2 和 R5，同时短接跳线帽 BR1。在这样处理之后程序无需改动，仍然可以使用，

从前一情况的分析中，可以很清楚的知道在 RST_IO=0 时，RST= 0；RST_IO=1 时，

RST= 1。反过来，RST=1 时 RST_IO=1；RST=0 时 RST_IO = 0。 

3.2.4 BDM 通信电路 

BDM 通信采用半双工通信方式，即在一根数据线上进行发送和接收数据传输。

直接使用单个 I/O 引脚可以实现通信[44]，但是这样可能存在两个问题。一是由于 JM60

的引脚电平为 5V，目标 MCU 的引脚电平一般为 5V 或 3.3V，所以 JM60 引脚的电平

与目标 MCU 引脚的电平可能不兼容。二是对于半双工通信，程序需要不时的控制改

变 I/O 引脚上的数据传输方向，这样就使得程序较为繁琐。 

基于上述问题考虑，本

文在设计中采用了三态门

缓冲器 74LVC2G125，该芯

片具有两路缓冲三态门，在

3.3V 到 5.5V 的电压范围内

都能够正常工作[45]，利用这

两个特点正好将 BDM 通信

时的发送和接收分配到两

路三态门上，以实现发送和

接收的分离。同时该芯片的

供电采用前文中提到的可控电源 VDD_BDM，VDD_BDM 可以是 3.3V、5V 或 0V，

 

 

 

 

 

 

 

 

 

 

 

 

图 3-11 BDM 通信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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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它是可选的，所以只要使通过三态门后的高电平与 VDD_BDM 相同，就可以做

到 JM60 引脚电平与目标 MCU 的 BKGD 电平相兼容。 

BDM 通信电路具体如图 3-11 所示。其中三态门 A 用于接收数据，三态门 B 用

于发送数据。BDM_IN 为接收数据引脚，BDM_OUT 为发送数据引脚，BDM_DRV

控制三态门 B。 

数据发送时，BDM_DRV 为低电平时，使能三态门 B，此时 BDM 引脚即目标

MCU 的 BKGD 与 BDM_OUT 上的电平一致。当 BDM_DRV 为高电平时，三态门 B

处于高阻态，BDM_OUT 电平不影响 BDM 引脚电平。 

接收数据时，三态门 B 处于高阻态。当接收数据为 1 即高电平时，三态门 A 处

于高阻态，BDM_IN 引脚的电平为上拉的高电平；接收数据为 0 即低电平时，三态门

被使能，BDM_IN 引脚为低电平即数据 0。 

3.2.5 其他电路 

为了编程调试器更加稳定的工作和方便硬件、软件的调试，在设计时加入了一些

其他电路，如目标板电源检测电路、BDM 接口、编程调试器运行状态指示灯和一些

电源测量点。 

1．BDM接口电路 

BDM 接口用于连接编程调试器和目标 MCU。Freescale 标准的 BDM 接口

如图 3-12(a)所示。但由于引脚 VDD 和 GND 在 BDM 接口两端，容易插反导致

目标芯片烧毁。考虑到 BDM 接口实际使用了四个引脚，因此考虑使用 B 型的

USB 接口代替 6 针的 BDM 接口，如图 3-12(b)所示。但考虑到对已有开发板的

兼容，同时保留原有 6 针 BDM 接口[46]。 

 

 

 

 

 

(a) Freesc ale 定义 BDM 接口 

 

 

 

 

 

(b)  自定义 BDM 接口 

图 3-12 BDM 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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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电源检测电路 

为了更好的了解目标板的上电情况，

提高稳定性，以及充分利用 JM60 的现有

资源。增加了利用 JM60 AD 模块进行电

源检测的功能。原理图如图 3-13 所示，

将目标板的电源 VDD_BDM 连接到 AD

采集口 PTD1 上。这样当目标 MCU 上电以后可以通过采集的 AD 值，来判断目标

MCU 的电压值。 

其他如指示灯等电路在此不再详述。 

3.3 硬件测试及设计体会 

3.3.1 硬件模块测试 

稳定可靠的硬件是系统正常运行的前提。因此，在硬件设计完成后，要对各个功

能模块分别进行测试以发现存在的问题。硬件测试时需要结合模块驱动程序及万用表、

示波器等工具来完成。 

整个系统的主要模块硬件测试按以下步骤进行： 

1) JM60 最小系统测试 

在 JM60 最小系统焊接完成后，首先通过 BDM 接口检测是否能够正常的下载程

序，以判别芯片是否良好；然后通过 USB 接口对芯片供电，测量 VDD、VSS 供电引

脚电压是否正确，以及 RST 引脚是否为高电平等。 

笔者在测试最小系统时遇到了这样一个问题，程序无法通过 BDM 接口下载。笔

者怀疑最小系统电路有问题，测量晶振发现两个引脚的电压为 0V，此时笔者更加怀

疑电路存在问题，更换了元件后依然不行。偶然的情况下换用了另一个编程调试器，

下载成功了。后来明白 JM60 在使用内部晶振的情况下，外部晶振的电压为 0V。 

此后通过小灯闪烁程序验证了最小系统运行的正常。 

2) 电源控制模块的检测 

测试电源控制模块时，主要是通过相应控制引脚控制电平，然后用万用表测量输

出电平的电压以验证电路是否工作正常。在本系统中，引脚 Vdd5V_En*=1, 

Vdd3V_En=0 时，输出为 0V；Vdd5V_En*=0，Vdd3V_En=0 时，输出为 5V；

 

 

 

 

图 3-13 目标 MCU 电源检查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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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dd5V_En*=1，Vdd3V_En=1 时，输出为 3.3V。模块工作正常。 

3) JM60 的 USB 模块测试 

USB 模块接线比较简单，检测是否能通过 USB 接口给系统供电后即完成基本电

路检测。功能测试主要是通过模块驱动程序完成，详细的测试见软件设计中 USB 通

信部分。 

其他模块电路的测试与电源控制电路测试类似，都是通过相应控制引脚控制对应

模块，然后检测相应输出，测试过程不再赘述。 

3.3.2 硬件设计体会 

通过对本系统设计以及平时学习中的碰到的一些问题的解决，积累了一些经验。

笔者对硬件电路的设计有如下体会。 

1) 需求分析 

在进行系统设计之前，需要进行需求分析，明确系统功能。在此基础上才可能进

行正确的芯片选型，正确的进行引脚分配。 

笔者在系统设计初期，需求分析不完善，犯下了一个错误。对 I/O 的分配不是很

合理，影响了编程调试器的性能。直到设计第二版硬件时该问题才得到了修正，在软

件设计中将会分析这个问题是怎样产生的。 

2) 模块化设计 

将整个系统按功能划分成各个子模块，对每个模块独立分析，画出原理图。任何

模块都要做成一个包含输入和输出的系统，设计之后写一段原理性描述。电源电路的

设计一定要考虑到整个系统的功耗。对一些成熟的电路，可以进行模仿借鉴；设计新

电路时，一定要明确需求，对器件进行合理选型，可以先在面包板又称电路试验板上

搭建电路，然后通过测试不断完善。 

3) PCB 板设计 

PCB 布板时首先要考虑外形尺寸，然后将每个模块独立放置，用虚线框框好，

并标注模块名，使整个 PCB 板分割清晰。考虑到电磁兼容性[47]，芯片的电源引脚要

接滤波电容，高频电路应与其他电路隔离，芯片的晶振电路元件应尽可能的靠近芯片

引脚。电气上对一些重要的信号线可以进行复接，减少开路故障的发生，电源和地线

尽可能宽。为了硬件测试和系统扩展的需求，要多留测试点和冗余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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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测试的重要性 

测试如同科学，也是一门艺术[48]。测试可以尽可能多的发现问题，从而帮助完善

系统。测试的覆盖点要尽可能的广。对于硬件而言，对于不同的操作环境可能会导致

不同的结果。 

前文中提到电源设计电路曾经改过几次，就有这方面的原因。在设计初期对于

5V 电源的控制使用了 P 通道 MOS 管 IRLML6302。从原理上分析是完全可行的，在

硬件测试过程中也是正确的。但是当将编程调试器给实验室其他同学测试使用时，却

发现了问题。经过分析发现 5V 电压不稳定，无法给目标 MCU 供电，这是由于该同

学机器的 USB 供电不足引起的。最后采用了上文中提到的电路解决了问题。 

因此，测试需要尽可能的全面，才能找出尽可能多的漏洞，完善设计。 

3.4 本章小结 

本章主要工作总结如下： 

(1) 从应用角度出发，对芯片选型时应考虑的主要因素做了详细分析并结合第二

章的方案设计最终确定了使用 JM60 为主控芯片。 

(2) 参考芯片手册设计主控芯片 JM60 的最小系统电路。 

(3) 在控制电路部分设计了适用于 HCS08/RS08/HCS12 系列 MCU 的电源控制电

路、目标 MCU 复位检测电路和 BDM 通信电路。其中电源控制电路可以向目标 MCU

提供 3.3V、5V 和 0V 的电压；目标 MCU 复位检测电路可以复位目标 MCU，同时还

可以检测目标 MCU 的复位；BDM 通信电路可以与目标 MCU 通信。 

(4) 对编程调试器硬件系统各功能模块进行充分测试，将测试结果反馈到第二版

的设计中，以改进性能。最后结合设计中的实际问题给出硬件设计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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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软件设计 

嵌入式系统软件通常由 MCU 方和 PC 方两部分组成。本系统中 MCU 方软件主

要任务是接收 PC 发送的命令和数据并进行解析，根据解析的结果对目标 MCU 进行

各种操作，同时将操作完成的情况返回给 PC 方；PC 方软件实现对 USBDM 编程调

试器的驱动，使之兼容于 CodeWarrior。 

本章结合面向硬件编程的思想，重点讨论了 USB 通信和 BDM 通信的实现；PC

方按照 2.3.2 中讨论的与 CodeWarrior 兼容方法，编写 USBDM 编程调试器驱动库。 

4.1 总体设计 

本系统采用的开发环境为飞思卡尔公司的 CodeWarrior IDE 6.2 和微软的 Visual 

Studio 2005。考虑到程序的易读性和可移植性，MCU 方程序尽可能使用 C 语言，但

是对于 BDM 通信这部分时序要求较严格的代码，使用汇编语言。编程调试器驱动库

的编写语言同样采用了性能高效的 C 语言。 

MCU方程序的简要流程如图4-1所示，由两部分组成。其中4-1(a)为主循环部分，

4-1(b)为中断处理子程序。 

主循环的主要步骤如下： 

(1) 进行芯片系统初始化工作。主要包括系统时钟初始化、看门狗关闭等。 

 

 

 

 

 

 

 

 

 

 

 

 

(a)主程序处理流程  

 

 

 

 

 

 

 

 

 

 

 

 

(b)中断处理流程  

图 4-1 程序处理流程图 

开始

JM60系统初始化

USB模块初始化

BDM接口初始化

执行WAIT指令

进入WAIT模式

开始

退出中断

接收数据

解析命令并调
用处理函数

清除中断标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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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USB 模块初始化，设置端点 1 为 IN 端点，端点 2 为 OUT 端点。 

(3) BDM 接口初始化。主要是对 BDM 各个引脚的方向、电平以及输入捕捉等进

行相应的设置。 

(4) 空闲时控制器进入 WAIT 模式。 

中断处理的流程如下： 

(1) 接收 PC 机发送过来的命令和数据。 

(2) 根据命令字调用相应的处理子程序对目标 MCU 进行对应的操作，并将处理

的结果返回给 PC 机。 

PC 方的驱动链接库则主要是实现对 USBDM 编程调试器封装的过程。可以分为

三层，一层为 USB 驱动程序；二层为编程调试器设备级的操作，包括设备打开、关

闭、发送和接收等功能函数；三层为 BDM 命令级的功能函数，例如对目标 MCU 的

通信频率的测试、读取目标 MCU 的内存的操作等。最终 DLL 库的函数就是第三层

的函数。 

DLL 库与 USBDM 编程调试器的层次关系如图 4-2 所示。 

 

 

 

 

 

 

 

 

 

 

 

 

图 4-2 DLL 库与 USBDM 编程调试器层次关系 

图中 USB 驱动程序使用了开源 USB 驱动 libusb-win32，使用 libusb-win32 可以

实现与 USBDM 编程调试器各个端点的通信；在 libusb-win32 之上，完成了与 USBDM

设备的通信程序，与 libusb-win32 中涉及的 USB 端点等信息无关；在 USBDM 设备

通信层之上，根据 TBDML 和 OpensourceBDM 编程调试器的功能函数实现了与目标

MCU BDM 通信的函数，使得底层对用户透明，并以此为动态链接库以便于

CodeWarrior 兼容。 

DLL链接库函数

USBDM设备操作函

数

目标MCU

USBDM编程调试器

USB驱动 USB设备端点

物理通信

逻辑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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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MCU 方软件 

4.2.1 USB 模块设计 

由于 JM60 内部集成了 USB 模块，因此它可以做为一个 USB 设备。该模块可以

实现 USB2.0 规范的全速通信，通信速率可以达到 12Mb/s。本节主要讨论了 JM60 如

何通过 USB 模块与 PC 进行通信。JM60 的 USB 模块所涉及的寄存器较多，在此不

详细说明，具体可参看附录 A。 

USB 通信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初始化阶段、枚举阶段和数据传输阶段[49]。 

1．USB初始化 

在 MCU 方程序进入主循环之前要完成对 USB 模块的初始化设置。初始化工作

主要是对 USB设备端点设置、中断标志位清除、中断使能、BDT(Buffer Descriptor Table，

缓冲区描述符表)设置以及 USBRAM 清零等。下面将讨论整个初始化过程：  

(1) USBRAM 清零。USBRAM 有很快的访问速度，用来存储 BDT 表同时作为各

端点的接收/发送缓冲区。 

(2) 为了保证 USB 模块的各个标志位没有设置错误，在设置各寄存器之前，通过

设置 USBCTL0 的 USBRESET 位让 USB 模块复位，并要等待复位完成。 

(3) 使能 USB 模块。通过设置控制寄存器 CTL 中的 USBEN 位使能 US B 模块。 

(4) 使能 USB 模块的内部上拉、3.3V 稳压器以及收发器。 

(5) 禁止所有错误中断，同时使能其他中断。 

(6) 设置端点 0准备接收 SETUP 包，该部分需要对 BDT 进行设置，下文将详细

说明 BDT 的内容。 

(7) 设置端点 0 为 IN、OUT、SETUP 传输端口，端点 1 为 IN，端点 2 为 OUT

传输端点。 

(8) 初始 USB 设备为缺省状态，包括地址为 0、设备未配置等。 

通过以上七步这样就完成了 USB 模块的初始化。但是在进一步讨论设备枚举之

前有必要详细阐述一下 JM60 的缓冲区是如何管理的。 

JM60的USBRAM共有256个字节，可以被 USB模块的SIE（Serial interface Engine，

串行接口引擎）和 CPU 访问。SIE 处理底层协议，主要任务是将低级信号转换为字

节，以供控制器使用。在 JM60 中，SIE 分为发送逻辑和接收逻辑两部分，接收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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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收 USB 数据并将接收的数据存储在 USBRAM 中以便 JM60 的 CPU 来处理；同时

SIE 发送逻辑可以将 CPU 放在端点缓冲区的数据进行组包并发送出去。为了解决

USBRAM 访问的同步问题，以及有效的管理 USBRAM，JM60 使用了缓冲区描述符

表 BDT。BDT 由 BD(Buffer Descriptor，缓冲区描述符)组成，BD 对应于 USB 设备的

端点，BD 中提供了端点的控制及状态信息、端点缓冲区的地址和字节数[50]。 

//BDT表项BD的结构体 

typedef struct { 

   union { 

      struct { 

         U8           :2; 

         U8 bdtkpid   :4;   //令牌PID 

         U8 data0_1   :1;   //DATA0或DATA1 

         U8 own       :1;   //1，SIE访问BD；0，CPU 

      } a; 

      struct { 

         U8           :2;   

         U8 bdtstall  :1;   // 

         U8 dts       :1;   // 

         U8           :2;     

         U8 data0_1   :1;    

         U8 own       :1;    

      } b; 

      U8 bits; 

   } control;      //控制位 

   U8 byteCount;   //字节数 

   U8 epAddr;      //端点缓冲区地址 

} BDTEntry; 

根据 BD 的结构设计了结构体 BDTEntry 以表示 BDT 的一个表项。表中控制位

bits 的 own 标志位用来区别 CPU 还是 SIE 访问端点缓冲区，epAddr 表示端点缓冲区

的起始地址，byteCount 表示缓冲区中要发送数据字节或已接收数据字节。 

JM60 USB 模块共有 7 个端点，其中端点 0 是双向的、端点 5、6 是可以双缓冲

的，因而这三个端点都需要两个表项。这样 BDT 共十个表项，可以定义为： 

static BDTEntry bdts[10]    @USB_RAM_START; 

#define  ep0BDTIn    bdts[0] 

#define  ep0BDTOut   bdts[1] 

#define  ep1BDT      bdts[2] 

#define  ep2BDT      bdts[3] 

#define  ep3BDT      bdts[4] 

#define  ep4BDT      bdts[5] 

#define  ep5BDTEven  bdts[6] 

#define  ep5BDTOdd   bdts[7] 

#define  ep6BDTEven  bdts[8] 

#define  ep6BDTOdd   bdts[9] 

现在说明如何设置端点 0 以便接收 SETUP 数据包。SETUP 包是通过 OUT 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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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收的，因此对表项 ep0BDTOut 设置即可。epAddr 设为端点 0 OUT 缓冲区的起始地

址 EP0OutDataBufferAddress 。 byteCount 设 为 SETUP 包 缓 冲 区 的 大 小

sizeof(ep0SetupBuffer)即 SETUP 包的大小。最后设置控制位 bits 中 own、data0_1 和

dts 分别为 1、0 和 1，这样 CPU 就将对端点缓冲区的访问权交给了 SIE，SIE 就可以

接收主机发送过来的 SETUP 包。 

在 USB 模块的初始化之后，在此基础上就可以进一步讨论 USB 枚举阶段是如何

对设备进行配置的。 

2．USB设备枚举 

USB 设备上电复位初始化后，进入默认状态。这时主机需要对设备进行识别，

该过程叫做枚举。枚举过程中主要动作如下：分配地址给设备，获取设备的描述数据，

分配和载入一个设备驱动程序并从接收到的数据的选项中选择一个配置。这样设备就

可以与主机进行通信了。 

枚举过程是主机通过端点 0 向设备发送标准 USB 请求实现的。这个过程中使用

控制传输方式。对于枚举过程中的标准 USB 请求，USB 设备必须响应请求，返回请

求的信息(描述符)或采取动作设置相关寄存器等。 

1) 描述符 

描述符是用于描述设备信息的数据，它可以让主机知道设备相关的一切信息。描

述符共有以下几种类型：设备描述符、配置描述符、接口描述符、端点描述符和字符

串描述符。本设计中描述符分别定义为 deviceDescriptor、 configDescriptor、

interfaceDescriptor、endpointDescriptor1、endpointDescriptor2 和 stringDescriptors，关

于具体的描述符定义详见附录 B。 

2) 设备枚举 

设备枚举过程包括以下步骤： 

(1) 发送 GetDescriptor(Device)请求获取设备描述符； 

(2) 发送 SetAddress 请求，为设备分配唯一的设备地址； 

(3) 使用新地址发送 GetDescriptor(Device)请求，读取设备描述符的全部字段； 

(4) 发送 GetDescriptor(Configuration)请求，获取完整的配置信息，包括配置描述

符、接口描述符和端点描述符等； 

(5) 主机根据设备配置信息，如产品 ID、供应商 ID，加载合适的驱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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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M60 USB 设备通信通过中断完成，设备枚举也是通过中断完成的[51]。由于所有

USB 中断共用一个中断源，所以需要对中断标志位寄存器 INTSTAT 进行判断，判断

令牌完成标志位 TOKDNEF 是否被置位，因为主机发起传输时，每个事务完成后该

标志位会被置位。图 4-3 为 USB 中断处理子程序的流程图，主要描述了控制传输的

处理，即对 TOKDNEF 标志位和端点 0 的处理。图中的 SETUP 事务、端点 0 IN 事务

和 端 点 0 OUT 事 务 分 别 由 函 数 handleSetupToken() 、 handleEp0InToken() 和

handleEp0OutToken()处理。 

控制传输由三个阶段组成：建立、数据和状态。建立阶段主机采用 SETUP 事务；

数据阶段根据 SETUP 事务的信息决定为 IN 还是 OUT 事务；状态阶段由 IN 或 OUT

事务组成，用于报告建立阶段和数据阶段传输的结果。对 SETUP 事务的处理主要是

解析标准 USB 请求，并调用相应的处理子程序。本设计中 handleSetupToken()的流程

图如图 4-4 所示。 

在该函数的实现过程中，采用了一个函数数组，数组大小为 13，该数组用于指

向 11 个标准 USB 请求处理子程序。其中程序排列次序与请求号相对应，对于协议中

未使用的请求号，指向异常处理程序。这样在调用处理子程序时，直接使用请求号作

为下标而不需要繁琐的判断，从而提高了速度，简化了程序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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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点 0 的 IN 和 OUT 事务的处理过程与其他端点的处理类似，将在下一节 USB

数据传输阶段通过端点 1 和端点 2 详细说明。 

3．USB数据传输 

USB 规范中定义共有四种数据传输方式，分别为控制传输、中断传输、同步传

输和批量输出。在上一节的枚举阶段使用的是控制传输方式。在本设计中，真正用来

传输数据的是批量传输方式，其中端点 1 定义为 IN 端点，用来向主机发送数据；端

点 2 定义为 OUT 端点，用来接收主机发送过来的数据。下面以端点 1 和端点 2 为例

讲解利用中断方法进行批量数据传输(即批量发送/接收)的编程方法。 

1) 发送数据 

当主机向 JM60 请求数据时，会产生 IN 事务。因而要先将数据放入发送端点 1

的数据缓冲区。主要有以下工作：设置 ep1BDT.epAddr 为 USBRAM 中分配给端点 1

的缓冲区地址并将发送数据复制到该缓冲区；设置 ep1BDT.byteCount 为要发送字节

数；设置端点 1 BDT 中的控制位 ep1BDT.control.bits，将控制权交给 SIE。等待 IN 事

务的完成触发中断，在服务子程序中判断是否有数据继续发送，有则重复上面的工作；

否则退出。在本设计中准备工作由函数 ep1InitialiseBDTIn()完成，IN 令牌服务子程序

为 handleEp1InToken()。IN 令牌处理子程序的流程图如图 4-5(a)所示。 

2) 接收数据 

在 接 收 数 据 前 ， 同 样 要 做 好 准 备 工 作 ： 设 置 ep2BDT.epAddr ； 设 置

ep2BDT.control.bits，将控制权交给SIE。等待OUT事务完成触发中断，进入端点2 OUT

 

 

 

 

 

 

 

 

 

 

 

图 4-4 SETUP 事务处理子程序 

开始

退出

从ep0BDTOut指向的
缓冲区复制数据到
ep0SetupBuffer，以

便进一步判断

启动SETUP事务准备
以防下一个SETUP包

到来

请求有效
(小于13)

调用相应请求
处理子程序

异常处理



第四章 软件设计                              飞思卡尔 HCS12/HCS08 系列 MCU 编程调试器的设计与实现 

42 

中断服务子程序。根据 SIE 更新后的 ep2BDT 复制数据，将 ep2BDT.epAddr 开始的

ep1BDT.byteCount 个字节数据复制到指定的缓冲区。判断要接收数据剩余字节数，不

为 0 则准备好下次 OUT 事务后退出中断子程序；否则直接退出子程序。本设计中准

备工作由程序 ep2InitialiseBDTOut()完成，数据复制由 ep2SaveOutData()完成，OUT

令牌服务子程序为 handleEp2OutToken()。OUT 令牌处理子程序的流程图如图 4-5(b)

所示。 

 

 

 

 

 

 

 

 

 

 

 

 

(a)IN 令牌处理流程 

 

 

 

 

 

 

 

 

 

 

 

 

(b)  OUT 令牌处理流程 

图 4-5 令牌处理流程图 

4.2.2 BDM 通信设计 

在 USB 模块驱动设计之后，USBDM 编程调试器可以与 PC 机通信。PC 可以发

送数据给编程调试器，也可以从编程调试器读取数据。接着就需要设计编程调试器与

目标 MCU 的通信程序簇，通信程序簇由一组不同频率段的 BDM 通信子程序组成。 

BDM 通信是一种单线的通信方式。通信双方通信之前有一些准备工作要做，例

如 BDM 通信要求 MCU 工作在 BDM 模式下，通信过程中通信双方通信速率的确定

等，这些内容将在下文阐述。此处先说明通信过程中最重要的步骤——单字节数据的

收发实现(程序中在每个频率段编写为 2 个独立子程序)，以及实现过程中的注意点。

由于单字节数据收发时序要求必须与给定的 BDM 收发 1 位数据的时序严格匹配，因

而这些子程序全部用汇编代码编写。单个子程序的通信频率是固定的，为了适应

HCS08/HCS12 全系列产品的要求，需要编写能够满足不同频率通信的子程序，即通

信程序簇。下面给出笔者设计的第一个 BDM 收发子程序，该程序最初是针对外部晶

振频率为 4MHz，BDC 模块频率为 2MHz的目标 MCU MC9S08AW60 设计的，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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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程序中的相关参数可以使其满足不同通信频率要求。 

1．向目标MCU发送一字节数据 

主机从目标 MCU 发送数据时，先将目标 MCU 的 BKGD 引脚拉低 2~4 个指令周

期后将要发送的数据上线，然后在同步后的第 11~14 个 BDC 指令周期将目标 MCU

的 BKGD 引脚拉高以停止该位数据传输。 

以下为 JM60 通过 BDM 接口发送一个字节的汇编代码。 

void bdm_txGeneric(U8 data) { 

   asm { 

      BDM_ENABLE_ASM_TX             // 使能BKGD发送 

      MOV  #8,bitCount              // 发送bit数,计数用 

   Loop: 

      LDX   txTiming3               // [3      ] 

      DBNZX *+0                     // [4n     ] 

      MOV   #0,DATA_PORT            // [4  pwpp]   BKGD低电平 

                                    // --- 14+4n   (>=18) 

      LDX   txTiming1               // [3      ] 

      DBNZX *+0                     // [4n     ] 

      STA   DATA_PORT               // [3   wpp]   数据上BDM线 

                                    // ---  6+4n   (>=10) 

      LDX   txTiming2               // [3      ] 

      DBNZX *+0                     // [4n     ] 

      LSLA                          // [1      ]   去下一位数据 

      MOV   #BDM_OUT_MASK,DATA_PORT // [4  pwpp]   BKGD引脚高电平 

                                    // ---  8+4n   (>=12) 

      DBNZ  bitCount,Loop           // [7      ] 

                                    // =========== 

      BDM_3STATE_ASM_TX             // [5      ]   三态BDM引脚，停止驱动 

      ACKN_SETUP_ASM                // [5 rfwpp]   ACKN 

      } 

} 

通过试验知道在 CodeWarrior中对于 HCS08 系列的 MCU参数 data是通过累加寄

存器 A 传入的，所以发送的数据在寄存器 A 中。而代码中参数 txTiming1、txTiming2

和 txTiming3 用于控制延时，适用于通信频率段 1.81~2.3MHz 时参数分别为 14、19

和 14。代码中的[]中的数字表示该指令执行指令周期数。 

从第二章的分析中可以知道一个字节数据发送过程中可以分为三个时刻，即传输

同步、数据上线、数据传输完成。假设同步到数据上线时间为 t1，数据上线到传输完

成时间为 t2，传输完成到下一位同步时间为 t3。以 JM60 的指令周期为单位，该子程

序中 t1=6+4*txTiming1=62，t2=8+4*txTiming2=84、t3=14+4*txTiming3=70 个指令周

期，其中影响通信频率段的时间为 BDM 数据在线时间 t1+t2，即对应于目标 MCU 

11~14 个 BDC 时钟周期的时间，由 2.2.1 中的公式(1)可以得到该子程序对应的通信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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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为 24MHz*(11~14)/(62+84)=1.81~2.3MHz。 

通过修改代码中三个延时参数，可以得出不同频率段的通信子程序。 

2．从目标MCU接收一字节数据 

主机读取目标 MCU 发送的数据时，先将目标 MCU 的 BKGD 引脚拉低 2~4 个指

令周期后释放对其驱动，然后在同步后的第 9~12 个 BDC 指令周期采样目标 MCU 的

BKGD 引脚，读取目标 MCU 发送的数据。 

以下为对应于 BDC 时钟为 2MHz的一字节接收子程序。 

U8 bdm_rxGeneric(void) { 

   asm { 

      LDA   #0x01                    // 哨兵 

   Loop: 

      LDX   rxTiming1                // [3      ] 

      MOV   #RxBDM_LOW,DATA_PORT     // [4  pwpp]   BKGD低电平 

                                     // ---  16+4n 

      DBNZX *+0                      // [4n     ] 

      MOV   #RxBDM_3_STATE,DATA_PORT // [4  pwpp]   三态BKGD引脚 

                                     // ---  4+4n 

      LDX   rxTiming2                // [3      ] 

      DBNZX *+0                      // [4n     ] 

      BRSET BDM_IN_BIT,DATA_PORT,*+2 // [3   rpp]   采样BDM_IN引脚，读取数据 

                                     // ---  6+4n 

                                     // [2+   pp] 

      LDX   rxTiming3                // [3      ] 

      DBNZX *+0                      // [4n     ] 

      ROLA                           // [1      ]   存储读取数据 

      BCC   Loop                     // [3      ] 

   } 

} 

在上面接收子程序中，没有直接的返回语句。这是因为在 CodeWarrior 中单字节

数据的返回是通过寄存器 A 返回的。同样有三个参数 rxTiming1、 rxTiming2 和

rxTiming3 用于延时，在 1.83~2.44MHz 频率段时三个参数分别为 12、15 和 18。在接

收子程序中同样有三个关键时刻，不同的是它们是传输同步、释放 BKGD 和采样数

据 。 由 2.2.1 接 收 公 式 (2) 可 以 算 出 该 子 程 序 适 用 的 通 信 频 率 段 为

24MHz*(9~12)/(52+66)=1.83~2.44MHz。更改延时参数可以得出适用于不同频率段的

接收子程序。 

3．硬件对收发子程序的影响 

前两节中的收发子程序显然也存在着一定的频率极限，在不改变程序结构的情况

下，除去所有的延时语句时，发送子程序中的 t1 和 t2 最小为 3 和 5，可以计算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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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子程序的最高频率段为 24MHz*(11~14)/8=33~42MHz。接收子程序的 t1 和 t2 最小

为 4 和 3，最高频率段为 24MHz*(9~12)/(4+3)=30.86~41.14MHz。 

在这种情况下，考虑通过更改程序指令来获得更小的时间。考虑到用让寄存器

HX 指向数据端口 DATA_PORT(LDHX @DATA_PORT)。然后对 HX 直接操作以减少

时间。以下为发送一位数据的代码，其他位相同： 

   /* 位7 (MSB) */ 

      SEC                  // [1  p   ]   置C标志位，以便通过ROR指令置BKGD高电平 

      CLR   ,X             // [4  rfwp]   BKGD引脚低电平 

                           // --- 6 

      STA   ,X             // [2    wp]   数据上BDM线 

                           // --- 2 

      ROR   ,X             // [4  rfwp]   BKGD引脚高电平 

                           // --- 4 

      LSLA                 // [1  p   ]   下一比特位 

可是在第一版硬件时 BDM_OUT 引脚不是端口 DATA_PORT 的最高位(第 7 位)，

无法通过 ROR ,X 将 BKGD 引脚拉高。只能通过 BRSET 指令设置，BRSET 为 5 个指

令周期，这样在时间上无法最优。接收程序也存在引脚分配不当问题，影响了整体的

性能。笔者不得不在第二版硬件时，调整了引脚 BDM_OUT 的分布，使得可以使用

上一程序，减少了一个指令周期的时间，进一步提高了性能。最终笔者将接收子程序

的最高通信频率提高到了 44~56MHz，发送子程序的最高通信频率提高到了

48.56~56MHz。 

通过这一步的改进笔者认识到硬件设计不只是通不通的问题，还可能影响到软件

设计，进而影响到整体的性能；同时对于最关键的通信子程序，一个指令周期的减少

都不能忽略，因为这对性能的影响可能很大。 

4.2.3 速度测试及收发程序的选择 

前文提到在与目标 MCU 进行通信之前需要做一些准备工作。这些主要包括通过

复位目标 MCU 使其进入 BDM 模式；在 BDM 模式下测量目标 MCU 的通信频率即

BDC 模块的时钟周期；根据测量值选择频率匹配的收发子程序。 

1．BDM模式的进入 

目标 MCU 进入 BDM 模式的方式有四种[49]： 

(1) 在目标 MCU 复位信号的上升沿，BKGD 引脚为低电平； 

(2) 通过 BKGD 引脚收到 BACKGROUND 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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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CPU 执行 BGND 指令； 

(4) CPU 执行时遇到程序断点，包括 BDC 断点和 DBG 断点。 

考虑到在本设计中，目标 MCU 在未写入程序的情况下或不知道通信频率的情况

下，无法通过后面的三种方式进入 BDM 模式。因此在本设计中采用拉低 BKGD 引脚

让目标 MCU 复位的方法。 

在目标 MCU 进入 BDM 模式子程序设计中，使用了一些宏和子程序，在此不列

出具体代码，只说明其功能。bdm_idle()用于将 BDM 接口置于空闲状态，主要停止

对 RESET 和 BKGD 的驱动。bdm_setTargetVdd()用于设置给目标 MCU 的供电。目标

MCU 进入 BDM 的主要流程如下： 

(1) 调用 bdm_idle()以使 BDM 空闲； 

(2) 将 RESET 和 BKGD 引脚拉低； 

(3) 调用 bdm_setTargetVdd()给目标 MCU 上电； 

(4) 调用 RESET_3STATE()释放对 RESET 引脚的控制； 

(5) 调用宏 WAIT_US(BKGD_WAIT)等待 MCU 复位完成； 

(6) 在此调用 bdm_idle()释放 BKGD 引脚，完成进入 BDM 模式。 

在这个过程中整体流程比较简单，但是有一点需要注意，那就是释放 RESET 引

脚后需要一定时间的延时，以确保 MCU 完成复位同时检测到 BKGD 引脚的低电平。 

2．目标MCU通信频率的确定 

不知道通信频率将无法选择对应的BDM通信子程序，至于成功通信更无从谈起。 

HCS12 和 HCS08 系列的 MCU 大多数都支持 SYNC 指令，一条可以用于测量 BDC

模块时钟周期的指令[27]。 

SYNC 指令没有具体指令代码，是通过将目标 MCU 的 BKGD 引脚拉低足够长的

时间以获得目标 MCU 的响应，与具体 MCU 的 BDC 模块的时钟周期无关。该指令执

行过程中编程调试器和目标 MCU 的双方的响应如表 4-1 所示。 

表中 400KHz 的频率的确定是根据对 HCS08 和 HCS12 系列 MCU 实际中的工作

频率分析后的结果。在测量子程序 bdm_syncMeasure()的实现过程中，考虑到 BDM_IN

引脚接 JM60 的定时器 1 的通道 1 上，可以使用输入捕捉来测量目标 MCU 将 BKGD

引脚拉低 128 个 BDC 指令周期的时间。 



飞思卡尔 HCS08/HCS12 系列 MCU 编程调试器的设计与实现                              第四章 软件设计 

47 

表 4-1 使用 SYNC 探测目标芯片通信频率的工作过程  

 主机（主动方） 目标机（被动方） 

步骤 1 请求 SYNC 指令：将目标机

BKGD 引脚拉低至少 128 个目标

机的 BDC 时钟周期（350μs，因

为最低频率为 400KHz，所以

350μs肯定满足128个BDC周期） 

探测到主控芯片发送的 SYNC 请求后，

等待 BKGD 引脚回应一个高电平信号 

步骤 2 发送一个瞬时高电平信号 在 BKGD 引脚上检测到高电平后，再

延时 16 个 BDC 周期等待主机发送瞬时

高电平结束 

步骤 3 撤销对目标机 BKGD 引脚的驱动

使其进入高阻态 

将 BKGD 引脚拉低 128 个 BDC 时钟周

期 

步骤 4 监听目标机发送到 BKGD 引脚上

的 SYNC 应答信号 

发送一个瞬时高电平信号，然后撤销对

BKGD 引脚的驱动使其进入高阻态 

利用 JM60的输入捕捉功能测量目标MCU BDC时钟频率的流程图如图4-6所示。 

 

 

 

 

 

 

 

 

 

 

 

 

 

 

 

 

 

 

 

 

 

 

 

 

图 4-6 BDC 时钟频率测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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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测量目标 MCU128 个 BDC 时钟周期之后，就可以明确通信子程序了。 

3．收发子程序的选择 

由于通信程序簇中子程序较多，为了便于管理和查找子程序，在设计中采用了两

个结构体数组 rxConfiguration[]和 txConfiguration[]。在设计数组的结构体元素时，考

虑到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一是阈值的确定；二是函数的选择；三是延时参数。阈值

syncThreshold 是用于描述该子程序的通信频率范围的，是函数查找时的比较值，考

虑到数组中数据排列是有序的并且查找时方向由低速向高速推进，所以只需要通信子

程序最高频率对应 128 BDC 时钟周期的值；对于函数的选择最方便的方法是使用指

向函数的指针，发送子程序有入口参数，程序为 void (*txFunc)(U8 data)，接收子程序

有返回值，程序为 U8 (*rxFunc)(void)；从编写子程序情况显然可以知道三个延时参

数 time1、time2 和 time3。数组元素的结构体如下： 

//发送 

typedef struct { 

   U16   syncThreshold;       // 该子程序的阈值 

   void  (*txFunc)(U8 data);  // 待选择的发送子程序 

   U8    time1,time2,time3;   // 函数使用的延时参数 

} TxConfiguration; 

//接收 

typedef struct { 

   U16   syncThreshold;       // 该子程序的阈值 

   U8    (*rxFunc)(void);     // 待选择的接收子程序 

   U8    time1,time2,time3;   // 函数使用的延时参数 

} RxConfiguration; 

有了这样的结构体之后，查找程序就简单了很多，从函数簇的末尾开始向前扫描

比较阈值，当测量值大于某一项的阈值时，说明当前项的函数符合要求，此时记录下

该函数。这样找到了通信的子程序。在该程序设计时从函数簇的末尾开始查找主要是

为了选择较快的通信子程序。在函数簇中，相连的通信程序之间的部分通信频率是重

叠的，但是通信的速度是不同的，处于函数簇的后面的速度较快，因此上文设计选择

时从函数簇末尾开始。 

在选择收发子程序之后，编程调试器就使用该子程序与目标 MCU 进行连接，连

接成功后编程调试器等待 PC 方发送命令对其解析并执行相应的操作。 

4.2.4 通信格式及命令处理 

1．通信格式 

PC 方程序与 USBDM 编程调试器通信时，传输的数据需要按照一定的格式，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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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通信双发才能够正确解析传输的命令和数据。发送双发采用了相同的通信格式，数

据传输的基本格式如下： 

CMD，PARA[1…N] 

其中第一个字节 CMD 为命令字；PARA[1…N]为对应于命令 CMD 的命令参数。 

当 PC 向 USBDM 编程调试器发送数据时，命令 CMD 大体分为三类，一是调试

命令 CMD_DEBUG；二是选项设置命令 CMD_OPTION；三是 HCS08 和 HCS12 支持

的 BDM 命令。 

调试命令 CMD_DEBUG 是用于测试的，包括硬件和软件的测试。当 CMD 为

CMD_DEBUG 时，PARA[1]一定为调试子命令。这些子命令包括使能 5V/3.3V 供电、

禁止对目标 MCU 供电、测量目标 MCU 的通信频率等。 

选项设置命令 CMD_OPTION 用于设置 BDM 的选项。CMD_OPTION 命令的具

体制定也是由其子命令来确定的。当 CMD 为 CMD_OPTION 时，PARA[1]中参数为

选项子命令。包括设置目标 MCU 供给的电压、关闭调试后是否提供电源、目标 MCU

是否使用备用 BDC 时钟频率等。 

BDM 命令即 BDM 模块支持的命令。这些命令用于对目标 MCU 的存储区、寄存

器等进行直接操作。该类命令没有子命令，PARA[1…N]直接为相应命令的参数。命

令有读写寄存器、单步、运行等。 

当 USBDM 编程调试器向 PC 方发送数据时，命令 CMD 分为两类：一类是错误

码；二是已被正确执行的命令。 

在命令执行出错的情况下，USBDM 编程调试器会根据相应的情况设置对应的错

误代码。CMD 的错误码有 BDM_RC_BUSY、BDM_RC_ILLEGAL_PARAMS 和

BDM_RC_ILLEGAL_COMMAND 等几种情况，分别表示上一指令未执行完、命令参

数出错和命令无效。当 CMD 为错误代码时，参数 PARA[1…N]为空。 

对于正常执行的情况，CMD 为已经正确执行过的命令。至于参数 PARA[1…N]

可以没有也可以有，根据具体命令而定。例如对于命令CMD_RESET复位目标MCU，

正确执行之后就没有参数返回；而对于命令 CMD_READ_STATUS 读取 BDM 状态寄

存器正确执行之后，就有一个字节的参数(BDM 状态寄存器的值)返回。 

2．命令处理 

在接收到命令之后，通信双发按照上一节定义的格式对命令和数据进行解析。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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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处理时对 USBDM 编程调试器支持的所有命令依次进行判断，这里采用了 switch

语句来判断，当到达相应的命令处就调用处理子程序进行处理。这样的程序结构导致

整个程序很长并且效率也存在一定的问题，但是目前没有较好的解决方法。 

通信格式中定义的三种不同类型的命令 USBDM 编程调试器处理的方法也不尽

相同。对于 BDM 命令和调试命令处理，运行对应的子程序立即处理；而对选项命令，

不能立刻执行相应的设置，只好设置对应的选项值，以便在程序中判断并加以应用。 

1) BDM 命令处理 

BDM 命令的处理方法通常是直接调用对应的 BDM 子程序。但是调用过程中要

注意当前目标 MCU 的类型 (HCS08/HCS12)，目标 MCU 类型的设置是由命令

CMD_SET_TARGET 设置的，该命令会在其他 BDM 命令之前使用。 

在对 BDM 命令进行归类时发现可以将 BDM 指令分为 5 类： 

(1) 向目标 MCU 发送 1 字节命令，如 GO、TRACE1 等； 

(2) 向目标 MCU 发送 1 字节命令和 1 字节数据，如 WRITE_A 等； 

(3) 向目标 MCU 发送 1 字节命令和 2 字节数据/地址，如 WRITE_PC、WRITE_SP

等； 

(4) 向目标 MCU 发送 1 字节命令，并接收返回的 1 字节数据，如 READ_A、

READ_STATUS 等； 

(5) 向目标MCU发送 1字节命令，并接收返回的 2字节数据，如命令 READ_SP、

READ_HX 等。 

在设计时，定义了五个宏用于处理上文中的五类 BDM 指令。如下例中宏定义可

以应用于发送 1 字节命令，返回 2 字节数据的情况。 

#define BDM_CMD_0_1W_NOACK(cmd,parameter) \ 

      bdm_txPrepare(),\ 

      bdm_tx(cmd),\ 

      bdm_txFinish(),\ 

      *((U8 *)((void *)(parameter)))=bdm_rx(), \ 

      *((U8 *)((void *)(parameter))+1)=bdm_rx() 

在宏定义中 bdm_tx、bdm_rx 为前文介绍的收发子程序中选择的子程序。cmd 为

发送的命令编码，parameter 为返回值。其他定义与此类似在此不详细列出。 

2) 选项设置 

为了解决选项命令的问题，针对 BDM 的一些选项设计了一个结构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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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dm_option_t，结构体具体定义如下： 

//目标接口选项 

typedef struct { 

   U8  derivative_type:4;          // RS08系列MCU 

   U8  targetVdd:2;                // 目标MCU Vdd (off, 3.3V or 5V) 

   U8  cycleVddOnReset:1;          // 复位时重现上电连接 

   U8  cycleVddOnConnect:1;        // 连接错误时重现上电连接 

   U8  guessSpeed:1;               // 对于不支持SYNC的MCU用常用速度猜测 

   U8  autoReconnect:1;            // 速度改变时自动重新连接 

   U8  leaveTargetPowered:1;       // 退出时是否给目标MCU供电 

   ClkSwValues_t useAltBDMClock:2; // 使用备用BDM时钟源(针对HCS08) 

   U8  useResetSignal:1;           // 不使用RESET引脚复位信号 

   U16 targetClockTrim;            // (0表示不trim) 

} bdm_option_t; 

BDM 选项因为需要在一些 BDM 命令的子程序中使用，所以这些参数的设置也

是要较早的完成的，通常在用命令 CMD_SET_TARGET 设置目标 MCU 类型之前设

置的。 

现在编程调试器就可以使用 BDM 命令实现各种应用了，例如擦除 Flash 等。但

是在缺少 PC 程序的情况下，使用很不方便，只能作为测试 MCU 程序之用。下一节

将给出针对实际应用提供的 PC 动态链接库的实现过程。 

4.3 PC 方软件设计 

PC 方软件的主要任务是对编程调试器的驱动，以供 CodeWarrior 调用实现与

CodeWarrior 的兼容。在实现适用于 USBDM 编程调试器的驱动程序库之前需要先明

白 TBDML 和 OpenSourceBDM 驱动程序库中函数的功能和参数。 

4.3.1 驱动动态链接库分析 

通过学习 TBDML 和 OpenSourceBDM 驱动链接库函数，可以发现两者所实现的

功能函数大体是相同的[52]，这是因为 OpenSourceBDM 编程调试器是在 TBDML 基础

上改进而来的。详细函数列表见附录 C。 

三十多个主要函数按照功能划分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1) 编程调试初始化函数。这类函数主要包括对编程调试器的初始化、打开和关

闭。 

(2) 目标 MCU 操作函数。这类函数主要包括目标 MCU 复位、测量通信频率、

目标 MCU 运行、单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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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目标 MCU 存储器读写函数。这类函数包括存储区的单字节读写、多字节读

写和寄存器的读写等。 

下文在实现 USBDM 驱动动态链接库时，就要求与 TBDML 和 OpenSourceBDM

取得函数库的功能完全一致，即附录 C 的中函数。 

4.3.2 驱动动态链接库的设计 

在设计编程调试器驱动库时，笔者从兼容和二次开发两方面考虑从而采用了动态

链接库的方法。在前文中已经了解到 CodeWarrior 的通信结构，要实现与之兼容，在

现有情况下必须采用替换动态链接库的方法。至于二次开发，笔者实验室将编程调试

器的驱动函数与 IDE 捆绑在一起，使得编程调试器只能与特定的 IDE 配合使用，不

能满足二次开发的需求，但是在实际情况中，开发者可能要编程调试器与自己的系统

结合使用进行二次开发。这样做就满足了其需求。 

在设计驱动动态链接库时首先涉及到的是 USB 驱动程序。USB 驱动程序的设计

是一件复杂且难度较大的工作，考虑到系统的稳定性和开发的便捷性，笔者在设计中

采用了开源 USB 驱动程序 libusb-win32。 

1． libusb-win32简介 

libusb-win32 是一个用于 windows 的通用 USB 设备驱动程序。使用该驱动程序可

以访问 windows 系统上的任意一个 USB 设备。利用该驱动提供的程序可以生成自定

义驱动程序。该驱动程序支持 USB 规范中定义的所有标准设备请求，并且支持控制、

中断、同步和批量四种传输方式。libusb-win32 为 C/C++程序员提供了用于开发的头

文件和 lib 文件，使用时只需要包含头文件和链接库文件即可。 

libusb-win32 为开发人员提供了丰富的 API 函数，包括设备初始化、控制传输、

批量传输等几类。在本设计中主要采用了以下几个函数。 

//主要使用的libusb-win32 API函数 

void usb_init(void);                                          //初始化libusb-win32 

int usb_find_busses(void);                                    //查找系统所有的USB总线 

int usb_find_devices(void);                                   //查找总线上所有的USB设备 

struct usb_bus *usb_get_busses(void);                         //获取已找到的USB总线序列 

usb_dev_handle *usb_open(struct usb_device *dev);             //打开设备 

int usb_close(usb_dev_handle *dev);                           //关闭设备 

int usb_bulk_write(usb_dev_handle *dev, int ep, char *bytes, int size, int timeout);   

//发送数据 

int usb_bulk_read(usb_dev_handle *dev, int ep, char *bytes, int size, int timeout);    

//读取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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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函数 usb_open()用来打开 usb_device *dev 指向的设备并返回设备句柄。在获

得设备句柄 dev 之后，使用 usb_bulk_write()、usb_bulk_read()就可以进行批量传输。

其中参数 ep 表示传输的端点，bytes 指向接收或发送缓冲区，size 表示发送或接收数

据的大小，timeout 表示超时设置，最大值为 5000，单位为毫秒。 

2．设备通信实现 

使用 libusb-win32 虽然可以与编程调试器通信，但是在使用时还涉及到端点、接

口等 USB 相关的概念，不适合直接使用。因此，根据编程调试器中 USB 端点的使用

情况进行封装，是很有必要的。 

在本设计中，设备通信部分主要是实现以下功能： 

(1) 查找设备。根据编程调试器的 PID(产品 ID)和 VID(供应商 ID)查找 USB 总线

上的所有设备，并记录相符合 PID 和 VID 的设备； 

(2) 设备打开和关闭。根据查找设备的情况打开编程调试器，返回设备句柄；利

用句柄关闭打开的编程调试器。 

(3) 设备通信。包括发送和接收。在通信过程中，使用了批量传输的方法。端点

EP_IN 用于接收、EP_OUT 用于发送。 

在设备通信部分对 libusb-win32 进行封装，实现了以下几个函数： 

//设备通信程序 

void bdm_usb_init(void)                                //初始化USB接口 

void bdm_usb_find_devices(void)                        //查找连接到PC的所有编程调试器设备 

unsigned int bdm_usb_cnt(void)                         //返回查找到设备的数目 

unsigned char bdm_usb_open(unsigned int device_no)     //打开设备 

void bdm_usb_close(void)                               //关闭设备 

unsigned char bdm_usb_send_epOut(unsigned char *data)  //利用端点EPOUT发送数据 

unsigned char bdm_usb_recv_epIn(unsigned char * data)  //从端点EPIN接收数据 

unsigned char bdm_usb_send(unsigned char *data)        //根据与MCU方通信格式发送数据 

unsigned char bdm_usb_recv(unsigned char * data)       //根据与MCU方通信格式接收数据 

在查找 USBDM 编程调试器设备的函数 bdm_usb_find_devices()和打开 USBDM

编程调试器的函数 bdm_usb_open()中，使用了全局变量 bdm_devs[10]和 bdm_devh，

分别用于记录找到的设备和打开设备的句柄。下面说明利用 libusb-win32 中函数实现

查找 USBDM 编程调试器函数 bdm_usb_find_devices()的过程： 

(1) 使用 usb_find-busses()、usb_find_devices()查找所有总线和所有设备； 

(2) 利用 usb_get_busses()获取 USB 总线序列的首地址； 

(3) 在当前总线下遍历所有设备，将符合 PID 和 VID 要求的设备存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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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dm_devs[10]中； 

(4) 获取下一条 USB 总线； 

(5) 重复步骤(3)的操作直到步骤(4)中总线为空时停止整个遍历。 

函数 bdm_usb_send_epOut 和 bdm_usb_recv_epIn 虽然完成了数据收发的过程，但

是为了符合通信过程某些命令的需要，编写了 bdm_usb_send 和 bdm_usb_recv 函数。

BDM 命令中有些执行之后要求数据返回，有些不要求数据返回。函数 bdm_usb_send

就是针对没有返回的命令；bdm_usb_recv 则是针对要求数据返回的。bdm_usb_send

函数重新调用了 bdm_usb_send_epOut，没有什么变化。但是 bdm_usb_recv 则在实现

过 程 中 调 用 了 bdm_usb_send_epOut 将 执 行 命 令 发 送 给 编 程 调 试 器 以 及

bdm_usb_recv_epIn 将命令执行的返回结果读回来。 

在完成最基本的通信之后，就可以实现 GDI 调用的编程调试器驱动库函数以便

兼容于 CodeWarrior 及二次开发。 

3．编程调试器驱动库实现 

编程调试器驱动库的设计主要参照开源编程调试器 TBDML 和 OpensourceBDM

的驱动库设计，本文只涉及功能函数的设计，对于如何编译为 DLL 文件可参考其他

资料，本文并不介绍。 

考虑到与CodeWarrior兼容的编程调试器 TBDML和OpensourceBDM分为两个，

本文的 USBDM 编程调试器动态链接库文件也要针对 HCS08 和 HCS12 设计为两个。

在 4.3.1 节的分析中可以知道两者的功能函数大体是相同的，主要包括存储器访问、

寄存器访问、通信速度设置/获取、单步、运行、复位、检测频率、设置目标 MCU 类

型以及设备初始化、打开、关闭等功能函数。但是在具体设计时要考虑 HCS08 和

HCS12 MCU 的不同点。以下通过读取寄存器函数来说明两者的不同。 

首先两者函数名有着不同的前缀。在 HCS08 的驱动库中读取寄存器的函数为

opensourcebdm_read_regs(registers_t *registers)，在 HCS12 的驱动库中实现相同功能

的函数为 tbdml_read_regs(registers_t *registers)。其他函数也是如此有着不同的前缀。 

其次在这两个函数中虽然有相同的参数，但考虑到 HCS08 和 HCS12 的寄存器不

同，具体的动作也不同。registers_t 的结构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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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存器联合体 

typedef union { 

   //HCS12寄存器 

   struct { 

      unsigned int pc;  // 程序计数器 

      unsigned int sp;  // 堆栈指针 

      unsigned int ix;  // 变址寄存器X 

      unsigned int iy;  // 变址寄存器Y 

      unsigned int d;   // 累加器D(A:B) 

      unsigned int ccr; // 条件码寄存器 

   } hc12; 

   //HCS08寄存器(包括RS08) 

   struct { 

      unsigned int pc;  // 程序计数器PC(HCS08), CCR+PC (RS08) 

      unsigned int sp;  // 堆栈指针(HCS08), Shadow PC(RS08) 

      unsigned int hx;  // H:X 变址寄存器(仅HCS08) 

      unsigned int a;   // 累加器A(HCS08 + RS08) 

      unsigned int ccr; // 条件码寄存器(HCS08) 

   } hcs08; 

} registers_t; 

例如在函数 tbdml_read_regs(registers_t *registers)中，针对 HCS12 的 MCU 通过

registers->hc12 操作；在函数 opensourcebdm_read_regs(registers_t *registers)中，针对

HCS08 的 MCU 就通过 registers->hcs08 操作。在整个驱动库的实现中，虽然函数大致

相同，但要时时注意 HCS12 和 HCS08 的不同之处。 

下面以 HCS12 驱动函数库中的函数 tbdml_write_block(unsigned int addr, unsigned 

int count, unsigned char *data)为例说明实现的过程，该函数实现向目标 MCU 存储区

地址 addr 处写入 data 指向的缓冲区中的 count 个数据的功能。 

(1) 判断 count 是否大于 0。大于向下执行，小于等于直接退出函数； 

(2) 设本次发送数据大小为 blockSize，判断 count 是否大于最大数据包

MaxDataSize。如果大于，令 blockSize 为 MaxDataSize；否则令 blockSize 为 count； 

(3) 按照 CMD+PARA[1…N]的格式组包，并将 blockSize 个数据复制到发送缓冲

区； 

(4) 调用函数 USB 通信封装的函数 bdm_usb_send()发送数据； 

(5) 读取上一指令发送数据的结果； 

(6) 修正缓冲区地址 data、存储区地址 addr 及剩下的发送数 count。此后跳转到

步骤(1)。 

在步骤(5)读取上一指令执行结果的过程中，采用了重复多次读取的方法。这主

要是为了防止编程调试器还没有执行完上一条指令，而无法对查询指令作出响应。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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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防止查询频率过于频繁，在一次查询失败以后，等待 50ms 以后再此查询。当达到

设置的查询的总次数之后未成功，则错误退出。 

对于其他命令的实现比较简单并且方法类似，在此就不在重复叙述。 

 

 

 

 

 

 

 

 

 

 

 

 

 

 

 

 

(a)HCS08 设置对话框 

 

 

 

 

 

 

 

 

 

 

 

 

 

 

 

 

(b)HCS12 设置对话框 

图 4-7 参数设置对话框 

在前文的通信格式中可以知道编程调试器在使用过程中有很多选项需要设置，例

如供电、复位上电等。这些参数何时设置以及通过何种方式设置，此时成了一个难点。

笔者考虑到在这个通信过程中，需要 PC 方发送命令 CMD_SET_TARGET 通知编程

调试器目标 MCU 的类型，这一步决定了编程调试器方运行程序的路线，是至关重要

的一步。因此在设置目标 MCU 类型之前设置编程调试器的选项是比较适合的。 

可是通过何种方式来获取设置的参数呢？考虑到在使用 P&E 公司编程调试器时

会弹出对话框让用户进行选择设置，在此处也可以加入对话框。 

在本设计中针对HCS08 和 HCS12 系列 MCU设计的对话框如图 4-7(a)和图 4-7(b)

所示。图 4-7 中，对于各个对应的 BDM 选项，对话框中都提供了对应的设置。在设

置目标 MCU 的函数中，首先调用函数 configureDialog(HINSTANCE hDLLInst, 

target_type_e target)以便进行 BDM 参数设置。 

函数 configureDialog()实现过程中主要分为两个步骤：一是参数的获取；二是向

编程调试器发送命令设置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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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步，根据参数 target 调用恰当的对话框并设置回调函数 Configure 以处理对

话框的消息。在函数 Configure 中对对话框消息的处理是根据用户的设置更改对应的

选项变量，并更新对话框显示状态。最终记录下所用用户设置的状态。 

第二步，调用函数 configureBDM()设置所有的 BDM 选项参数。前文通信格式处

曾经提到过命令 CMD_OPTION 的格式，在 configureBDM()中正是通过该命令与编程

调试器通信的。 

在解决选项参数设置这一难点之后，整个编程调试器驱动库的设计的其他部分就

比较顺利了。 

HCS08 和 HCS12 的驱动链接库函数较多，在此就不在详细介绍，具体的函数列

表及个函数功能见附录 C。 

4.4 软件测试与性能分析 

4.4.1 软件测试 

在软件测试的过程中本着先各个模块逐个击破然后联合测试的原则进行。本文测

试时先从 USB 模块开始，接着 BDM 接口控制测试，然后 BDM 通信测试，最后进行

联合测试。在测试过程中借助了一些软件和硬件工具。 

1．USB模块测试 

USB 模块驱动程序的编写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因为涉及的寄存器较多，并

且不能直观的看到交互的过程。好在找到了 Bus Hound 这个工具可以捕捉 USB 总线

上的数据包。这样调试时，就可以分析数据包，从而帮助解决了问题。不过这个工具

容易使得机器重启。 

2．BDM通信测试 

BDM 通信是程序中的重点部分，也是较难测试的部分。在验证单字节发送的过

程中，笔者使用示波器来观察时序是否正确。在观察到波形之后再进行分析频率是否

适用。为了知道目标 MCU 的是否执行了命令，笔者首先采用使能 ACK 的命令，该

命令为 1 个字节数据，没有参数也没有返回。但是当该指令执行完成之后，目标 MCU

会产生硬件握手信号 ACK 将 BKGD 引脚下拉一段时间[27]。通过示波器观察到了该电

平的存在就说明发送子程序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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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需要测试接收子程序能否正常工作。这时首先要保证发送子程序的正常工作。

为了验证接收子程序的正确就需要能够读取目标 MCU 中某地址处确定的值，这里选

择了BDM状态寄存器为测试目标。当HCS08 系列的 MCU复位进入BDM模式以后，

BDM 状态寄存器的值默认应该为 0xC8。如果接收子程序接收到相同的值就表示接收

子程序正常了。 

通信子程序正常了之后，就可以根据 BDM 的命令编写命令处理子程序了，同时

逐个进行验证测试。 

3．整体测试 

在完成了 USB 通信和 BDM 通信模块程序之后，需要让两者进行协调工作，这

时就需要将两者结合起来测试。针对这一要求编写了一个测试小程序，该程序提供一

些命令，根据命令给编程调试器发送上文提到的命令字和数据。该测试工具如图 4-8

所示。 

 

 

 

 

 

 

 

 

 

 

 

 

 

 

 

 

 

 

 

 

 

图 4-8 编程调试器联合测试工具 

图 4-8 为该工具进行测试的部分测试结果。图中测试的目标 MCU 为 HCS08 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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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MC9S08AW60。debug 命令用于测试给目标 MCU 的供电情况，connect 命令进行

SYNC 测试并返回目标MCU BDC 模块的工作频率，图中显示BDC 的频率为 7.52MHz。

gs 命令用于读取目标 MCU 的 BDM 控制状态寄存器，读取值为 0xC8。其他命令的测

试在此不再给出。 

4.4.2 性能分析  

在实现了一个系统的设计之后，有必要对整个系统的性能进行分析评测，以决定

今后着重改进的方向。本文主要从编程调试器的适用范围和速度两方面进行了分析。

因为编程速度和适用范围是衡量编程调试器好坏的重要指标[53]。 

采用 JM60 作为主控芯片的 USBDM 调试器，在通信速度和适用的频率段两个方

面得到了改 进：在适 用的频 率段方面 ，从 MT-Programmer(for S12)原有的

400KHz~10MHz 提高到 USBDM 的 400KHz~56MHz，这样的频率能够满足现有飞思

卡尔 HCS08/HCS12 系列的所有 MCU，并且能够适应未来一段时间内芯片发展的需

要。在通信速度方面，是通过调试器与 PC 的通信速度以及调试器与目标 MCU 的通

信速度两者结合来实现的。与 PC 通信的 USB2.0 模块，速度高达 12Mbps，不可能成

为速度的瓶颈。下面通过分析调试器与 4MHz频率的目标 MCU 之间的通信来研究通

信速度的提高。 

根据 2.2.1 节中的分析，可以知道通信子程序主要分三个步骤：传输起始同步，

数据上线，数据传输完成。以上三个步骤之间的时间段构成了发送一位数据的时间。

假设同步到数据上线时间为 t1，数据上线到传输完成时间为 t2，传输完成到下一位同

步时间为 t3，则总时间 T = t1+t2+t3。MT-Programmer(for S12)调试器与 4MHz目标

MCU 通信时，发送一位数据的时间为 4+11+12=27 个指令周期，通信速度为

fBUS/T=3000/27≈111kbps；而 USBDM 调试器在该频率时发送一位数据时间为

52+66+88=206 个指令周期，通信速度为 24000/206≈117kbps。 

表 4-2 MT-Programmer(for S12)与 USBDM 在不同频率下通信速度  

频率 MT-Programmer(for S12) USBDM 

56MHz 不支持 1500kps 

8.2MHz 187kps 462kps 

4MHz 214kps 250kps 

2MHz 111kps 117kps 

0.5MHz 15kps 27k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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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列出了 MT-Programmer(for S12)和 USBDM 在不同频率(BDC 模块频率，

外部晶振的 1/2)下通信速度值，单位为 kbps。 

从表 4-2 中可以看出在不同的频率段，USBDM 调试器的通信速度都有了不同程

度的提高。这样就解决了通信速度的瓶颈，从整体上提高了BDM编程调试器的速度。

以 HCS12 的 MC9S12DG128(以下简称 DG128)为目标 MCU[54]，以不同频率段下载大

小为 10KB 的代码，MT-Programmer(for S12)和 USBDM 编程调试器所需的下载时间

如表 4-3 所示,单位为秒(S)。从表中可以看出，由于通信速度的提高，USBDM 调试器

在各频率段的下载速度都要比 MT-Programmer(for S12)调试器有所提高，特别是通信

频率较高时，速度提升的效果非常明显。 

表 4-3 DG128 在不同频率下载 10KB 代码时间  

频率 MT-Programmer(for S12) USBDM 

56MHz 不支持 支持（未测试） 

8.2MHz 3s <1s 

4MHz 2.5s 2s 

2MHz 3.5s 3s 

0.5MHz 14s 7s 

表 4-3 中在 56MHz 时未测试 USBDM 编程调试器主要是目前飞思卡尔的

HCS08/HCS12 系列 MCU 还没有如此高频率。 

4.4 本章小结 

本章主要工作总结如下： 

(1) 给出了软件的整体框架，包括 MCU 的主要流程和 PC 方驱动程序库的层次

结构。 

(2) 按照模块化的思想，结合流程图和关键代码首先给出了 USB 模块通信程序的

实现；其次针对 BDM 通信模块，从最底层的单字节数据的收发到代码优化说明了实

现的过程，最后详细分析了如何将 USB 通信和 BDM 通信两者有机的结合在一起。 

(3) 在编程调试器的驱动库实现部分，首先分析了 TBDML 和 OpenSourceBDM

编程调试器驱动库中通信程序的分类，接着按照第二章探讨的兼容方法进行设计。首

先驱动库设计过程中所使用的 USB 驱动程序 libusb-win32，在此基础上一层层进行封

装，最终通过解决编程调试器选项参数设置这一难点完成了驱动程序库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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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介绍了软件部分各个模块的测试方法以及为了方便测试编写的测试小程序。 

(5) 性能分析。首先从理论上分析了编程调试器的进步之处，然后给出了实际的

使用数据表明理论分析的正确性。



第五章 应用实例设计                          飞思卡尔 HCS08/HCS12 系列 MCU 编程调试器的设计与实现 

62 

第五章 应用实例设计 

编程调试器需要配合开发环境使用。本文设计的编程调试器在 CodeWarrior 下可

以很好的与 HCS08/HCS12 系列的 MCU 通信，进行编程和调试。但是本文在设计

USBDM 编程调试器时，考虑到开发人员的二次开发需求，提供了 DLL。本章以编程

调试器的基本功能为切入点，通过一个简单编程下载工具开发说明了如何使用

USBDM 编程调试器 DLL 进行二次开发。 

5.1 编程工具设计分析 

编程工具可以在脱离 IDE 的情况下将可执行代码下载到对应的目标 MCU 中，这

类工具的开发主要是为了工厂批量编程使用。在这种情况下，工人不需要知道源代码，

不需要编译文件，只需要可执行代码，如飞思卡尔系列 MCU 的 S19 文件。通过编程

工具就可以将代码下载到 MCU 中。 

这类编程工具应该具有以下的功能： 

1) 选择 MCU 类型 

用户可以选择 MCU 的系列，如 HCS08 或者 HCS12。其次，在每一类 MCU 的

类别之下，用户应该可以选择具体的 MCU 类型，如 HCS08 下的 MC9S08GB60、

MC9S08AW60、MC9S08JM60 等；HCS12 下的 MC9S12DG128、MC9S12NE64、

MC9S12UF32 等。 

2) 下载代码 

下载代码是编程工具的最基本功能，其功能是正确的分析的 S19 文件并将代码写

入到确切的地址处。 

3) 读取代码 

在用户知道密码的情况下，可以读取 MCU 中指定地址处的数据。 

4) 读取比较 

在用户读出某一段地址范围内的代码后，能够与该地址范围内的源代码相比较，

从而确定写入的代码是否正确。 

本文从以上几点功能出发，使用 C++作为开发语言，Visual Studio 2005 作为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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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在前文设计的 USBDM 编程调试器及驱动程序库 DLL 的基础上实现了

HCS08/HCS12 编程的工具。  

5.2 编程工具实现 

编程工具的主要界面如图 5-1 所示为一个对话框，在该对话框中通过按钮进行代

码的擦除、写入以及读取等功能。 

程序代码主要有 CProgrammerApp、CProgrammerDlg 和 CBDMFunc 三个类。其

中 CProgrammerApp 为实例类，程序运行必需。CProgrammerDlg 为对话框，主要处

理程序的下载、Flash 的擦除以及数据的读取等工作。最后 CBDMFunc 类主要用来载

入编程调试器驱动程序库中的函数。 

下面介绍擦除、写入以及读取比较功能是如何实现的。在实现具体的功能之前，

先要载入附录 C 中的动态链接库，至于如何在 Visual Studio 2005 C++中加载 DLL，

本文并不作介绍。 

 

 

 

 

 

 

 

 

 

 

 

 

 

 

 

 

 

 

 

图 5-1 HCS08/HCS12 编程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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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 设备初始化 

在对目标 MCU 进行操作之前，要对 USBDM 编程调试器进行一系列的初始化工

作。本文以 HCS08 为例说明调用 DLL 中函数的过程。 

(1) 使用 unsigned char OpenSourceBDM_init(void)函数初始化 USBDM 编程调试

器并返回已连接 USBDM 编程调试器的个数。 

(2) 使用 unsigned char OpenSourceBDM_open(unsigned char device_no)打开

USBDM 设备，其中 device_no 从 0 开始。 

(3) 使 用 函 数 unsigned char OpenSourceBDM_set_target_type(target_type_e  

target_type)设置当前MCU的类型，本例中为 HCS08，因此参数 target_type 为 HCS08。

当该函数运行时，会跳出 4.3.2 中的设置 BDM 参数的对话框。这时需要选择供电等

参数设置。 

(4) 使用 unsigned char OpenSourceBDM_target_sync(void)测量目标 MCU 的 BDM

时钟频率，并使用测量频率连接目标 MCU。 

至此，USBDM 的初始化工作就完成了。 

5.2.2 擦除 

Flash 擦除功能的实现有两种方法。 

一种方法是首先针对各系列的每个 MCU 编写好 Flash 擦除子程序，然后将对应

的 S19 代码截取出来，当需要擦除 Flash 时，通过 USBDM 编程调试器将对应 MCU

的擦除子程序代码下载到目标 MCU 的 RAM 区，下载完成后，设置目标 MCU 的 PC

寄存器为擦除子程序代码所在 RAM 区的地址，最后给目标 MCU 发送执行(go)命令，

目标 MCU 执行这部分代码之后，完成 Flash 的擦除工作。 

另一种方法就是根据芯片手册中 Flash 块(Mass)擦除的流程，设置对应 Flash 操作

过程中对应的寄存器，这样同样可以完成 Flash 擦除的功能。 

考虑到第一种方法需要下载一段代码到 RAM，需要较长的时间，影响了速度；

而且对不同的 MCU 要分别编程 Flash 擦除程序，比较麻烦；最重要的是，在 MCU

在加密状态下，编程调试器不能访问目标 MCU 的 RAM 区，也就无法下载代码。因

此在本设计中采用了第二种方法。 

考虑到 HCS08/HCS12 系列 MCU 的 Flash 加密机制，为了防止 Flash 整体擦除以



飞思卡尔 HCS08/HCS12 系列 MCU 编程调试器的设计与实现                          第五章 应用实例设计 

65 

后处于加密状态，需要将寄存器 NVOPT 的值改为 0xFE，即非加密状态。 

以 HCS08 系列的 JM60 为例，说明 Flash擦除的过程中编程调试器是如何工作的。

该过程分为四个步骤：设置分频因子；块擦除；空校验；写加密位。在实现过程中所

有的寄存器设置工作都通过 BDM 接口由编程调试器发送命令完成，实现的函数为

void OpenSourceBDM_write_byte(unsigned int address, unsigned char data)，该函数将数

据 data 写入到地址 address 中。在以下实现过程中将该函数简写为 wb。 

1．设置分频因子 

(1) 清除看门狗。调用函数 wb，其中 address 为 0x1802 表示寄存器 SOPT1，data

为 3； 

(2) 清除 FSTAT 中的 FPVIOL 和 FACCERR 标志位。调用函数 wb，参数 address

为 0x1825，data 为 0x30； 

(3) 设置 FPROT 为 0xFF 清除 Flash 保护。调用函数 wb，参数 address 为 0x1824，

data 为 0xFF； 

(4) 设置 FCDIV 时钟分频因子，使频率为 150KHz~200KHz 之间。调用函数 wb，

参数 address 为 1820，data 在本例中为 19； 

2．块擦除 

(1) 再次清除 FSTAT 中的 FPVIOL 和 FACCERR 标志位； 

(2) 向任意一 Flash 地址写一任意数据。调用函数 wb，参数 address 为 0xFF80，

data 为 0； 

(3) 向 FCMD 寄存器写 MASS 擦除命令。调用函数 wb，参数 address 为 0x1826，

data 为 0x41； 

(4) 设置 FSTAT 寄存器中的 FCBEF 启动执行命令。调用函数 wb，参数 address

为 0x1825，data 为 0x80； 

(5) 等待一段时间，让命令执行完毕； 

3．空校验 

(1) 清除 FSTAT 中的 FPVIOL 和 FACCERR 标志位； 

(2) 向任意一 Flash 地址写一任意数据； 

(3) 向 FCMD 寄存器写 BLANK CHECK 空校验命令。调用函数 wb，参数 add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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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0x1826，data 为 0x5； 

(4) 设置 FSTAT 寄存器中的 FCBEF 启动执行命令； 

(5) 等待一段时间，让命令执行完毕； 

4．加密位设置 

(1) 清除 FSTAT 中的 FPVIOL 和 FACCERR 标志位； 

(2) 向寄存器 NVOPT 所在地址写 0xFE。调用函数 wb，参数 address 为 0xFFBF，

data 为 0xFE； 

(3) 向 FCMD 寄存器写 BYTE PROGRAM 字节编程命令。调用函数 wb，参数

address 为 0x1826，data 为 0x20； 

(4) 设置 FSTAT 寄存器中的 FCBEF 启动执行命令； 

(5 ) 等待一段时间，让命令执行完毕； 

在整个擦除过程中涉及到 Flash 部分寄存器的地址以及对寄存器设置的值即上述

过程中传给 wb 函数的 address 和 data 的值，这些内容是跟具体的 MCU 相关的，因

此在本设计中采用了 XML 文件来存放这些信息，当用户选择具体 MCU 时，将 MCU

对应的参数读取到变量中。以便在上述过程中调用。 

5.2.3 写入 

编程写入功能也可以通过以上两种方法实现，但是在这里没有使用通过 BDM 接

口设置寄存器的方法，而是使用了下载代码到 RAM 区执行的方法。 

基于这种设计主要是从速度方面考虑的。因为在 Flash 编程时，需要一个一个的

将编程数据写入到要编程的 Flash 地址处。如果使用设置寄存器的方法，在编程时就

需要频繁的操作 BDM 接口，而且每次通信的数据较少，这样会影响整体的性能。 

而通过通过下载程序到 RAM 区的方法，那么可以一次传输较多的数据(最大为

128 个字节)。这样就减少了频繁交互的次数，从而在整体上节约了时间，提供了性能。 

下面以 JM60 为例说明写入是如何实现的。 

首先将 XML文件中的编程写入代码下载到 JM60 的 RAM区开始的地方(0x00B0)。

具体是使用函数 void OpenSourceBDM_write_block(unsigned int address, unsigned int 

count, unsigned char *data)，该函数将地址 data 起始的 count 字节个数据写入到目标

MCU 的 address 起始的存储区。该例中 address 为 0x00B0，count 为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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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完成第一步以后，将图 5-1 中用户指定的 S19 文件代码下载到 RAM 区地址

0x02B0 起始处。在这个过程中仍然使用函数 OpenSourceBDM_write_block()，每次传

输数据为 128 个字节。在这 128 个字节数据中，头两个字节的数据为该数据要写入的

Flash 起始地址，第三个字节为后面要写入数据的长度。传输完成之后，通过调用函

数 void OpenSourceBDM_write_reg_pc(unsigned int value)设置寄存器 PC，value 值为

0x00B0 即 Flash 写入程序在 RAM 区的首地址，然后调用函数 unsigned char 

OpenSourceBDM_target_go(void)执行运行(go)命令，此时编程写入代码将从 0x02B0

处读取数据并根据取得的参数将后面的数据写入到对应地址的 Flash 处。多次重复上

述步骤，直到所有的 S19 代码都写入完成为止。 

或许读者觉得奇怪，下载到地址 0x00B0 开始的编程写入代码如何知道写入数据

放在 RAM 的地址 0x02B0 起始处。这其实是笔者在设计时遇到的一个问题，在 BDM

模式下，无法将数据在 RAM 区的地址传给编程写入程序，因此针对各个 MCU 的存

储区分布在 Flash 编程写入程序中将该地址固定下来了。但这毕竟不是一个好方法。 

5.2.4 读取和其他 

该功能主要是读取目标 MCU 中指定地址的 Flash 中数据。该功能的实现比较简

单，可以调用函数 void OpenSourceBDM_read_block(unsigned int address, unsigned int 

count, unsigned char *data)读取存储区的数据，其中 address 为读取数据的起始地址，

count 为读取数据的长度，data 为存储数据缓冲区起始地址。至于比较功能在 PC 方实

现实现较为简单，在此就不再详述。 

HCS12 的 DLL 中的函数与 HCS08 的 DLL 函数使用方法基本一致，不再赘述。 

5.3 本章小结 

本章主要工作总结如下： 

(1) 通过系统需求分析，给出了简单编程工具所需要的功能，在此基础上给出了

设计方案。 

(2) 简要描述了编程工具实现过程中所有的类。结合设备初始化、擦除、写入功

能的详细说明 USBDM DLL 库函数的使用方法，而 USBDM 编程调试器的二次开发

提供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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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总结与展望 

6.1 全文总结 

后台调试作为飞思卡尔推出的一种功能强大的调试技术，被越来越多的厂商所采

用。在国外，针对该调试技术研发的编程调试器已经比较成熟并投入商用。但是国内

由于研发较晚，对应的产品较少且不太成熟。本文在笔者所在实验室原有编程调试器

的基础上，设计并实现了新型通用高性能编程调试器 USBDM。USBDM 编程调试器

适用于飞思卡尔 HCS08/HCS12 系列 MCU，在编程速度和通信频率段上都得到了提

高并且实现了和 CodeWarrior 的兼容。 

本文主要工作总结如下： 

(1) 介绍了嵌入式调试技术的发展过程。在此基础上概述了最新片上调试技术在

各大芯片厂商的应用情况，深入分析了国内外现有编程调试器的利弊，然后阐述了设

计新型编程调试器的必要性。 

(2) 从实际开发角度详细剖析了编程调试器设计过程中涉及的 USB 通信技术和

BDM 通信协议，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影响编程调试器的性能的因素。运用对 BDM 通

信协议剖析的结果，进一步分析笔者实验室原有编程调试器存在的缺陷，在此基础上

给出采样提高通信和运算速度 MCU 的总体设计方案。在兼容性方面，分析了

CodeWarrior 与编程调试器的通信模型，通过对开源编程调试器 TBDML 和

OpensourceBDM 的剖析，给出了实现 USBDM编程调试器与CodeWarrior兼容的方法。 

(3) 编程调试器的硬件设计时，从通信速度和运算速度等各种因素考虑，选择具

有 USB2.0 模块的 JM60 作为主控芯片。从兼容 HCS08/RS08/HCS12 全系列 MCU 着

手，设计出了 5V/3.3V 供电控制电路、目标 MCU 复位控制检测电路和 BDM 通信电

路。在完成硬件设计制板之后，对硬件的各个模块进行测试，并给出在设计中所犯的

错误以及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法。 

(4) 在设计编程调试器的软件时，本着各模块击破的原则，从 MCU 方程序开始

设计，首先完成了 USB 模块的通信；接着从某个具体的通信频率段开始编程 BDM

通信程序簇。在此基础上封装 BDM 模块的各个子程序。将 BDM 命令与 USB 通信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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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实现按照固定的通信格式进行解析，在解析命令时根据不同MCU进行不同处理，

以实现对 HCS08/HCS12 系列 MCU 的处理。 

(5)设计编程调试器驱动库时采用三层封装的结构，从最低端的 libusb-win32 开始，

到中间的编程调试器通信程序层，最后完成与 TBDML 和 OpensourceBDM 一致的

BDM 命令层功能函数，实现与 CodeWarrior 无缝兼容。 

(6) 在软件开发过程中，借助 Bus Hound 测试 USB 模块的通信。BDM 通信的测

试根据 BDM 命令的一些特性示波器进行观察以明白通信成功与否。在软件基本完成

之后，用实际的数据来验证 USBDM 性能的提升。 

(7) 使用本文设计的 USBDM 编程调试器开发一个简单的编程下载工具。通过该

工具的开发过程，详细说明使用 DLL 进行二次开发的方法。 

6.2 课题展望 

由于时间和现有条件的限制，本文在设计实现过程中存在不少不尽完善的地方，

需要在后续工作进一步改进： 

(1) 在编程下载速度方面与实验室原有编程调试器相比虽然有较大的进步，但是

与 P&E 公司的商用编程调试器还存在一定的差距。这需要通过进一步分析代码来确

定通信速率瓶颈所在，从而进一步完善，使得可以与 P&E 的编程调试器媲美。 

(2) 在硬件设计时，已经考虑到了对 RS08 系列 MCU 的支持，但是在软件设计

部分还没有完全完成，需要进一步添加这部分的内容。 

(3) 主控芯片 JM60 的引脚和 Flash 空间等资源都还有剩余，因而可以进一步扩展

已完成对 32 位 ColdFire 系列 MCU 支持[55]。 

MCU 开发的调试技术还在不断的发展之中，随着技术的进步，将进一步简化开

发者的工作，方便嵌入式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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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JM60 芯片 USB 模块寄存器 

寄存器 地址 第 7位 第 6位 第 5位 第 4位 第 3位 第 2位 第 1位 第 0位 

USBCTL0 0x0080 USBRESET USBPU USBRESMEN LPRESF —— USBVREN —— USBPHYEN 

PERID 0x0088 0 0 ID5 ID4 ID3 ID2 ID1 ID0 

IDCOMP 0x0089 1 1 NID5 NID4 NID3 NID2 NID1 NID0 

REV 0x008A REV7 REV6 REV5 REV4 REV3 REV2 REV1 REV0 

INTSTAT 0x0090 STALLF —— RESUMEF SLEEPF TOKDNEF SOFTOKF ERRORF USBRSTF 

INTENB 0x0091 STALL —— RESUME SLEEP TOKDNE SOFTOK ERROR USBRST 

ERRSTAT 0x0092 BTSERRF —— BUFERRF BTOERRF DFN8F CRC16F CRC5F PIDERRF 

ERRENB 0x0093 BTSERR —— BUFERR BTOERR DFN8 CRC16 CRC5 PIDERR 

STAT 0x0094 ENDP IN ODD 0 0 

CTL 0x0095 —— —— TSUSPEND —— —— CRESUME ODDRST USBEN 

ADDR 0x0096 —— ADDR6 ADDR5 ADDR4 ADDR3 ADDR2 ADDR1 ADDR0 

FRMNUML 0x0097 FRM7 FRM6 FRM5 FRM4 FRM3 FRM2 FRM1 FRM0 

FRMNUMH 0x0098 —— —— —— —— —— FRM10 FRM9 FRM8 

EPCTL0 0x009D —— —— 0 EPCTLDIS EPRXEN EPTXEN EPSTALL EPHSHK 

EPCTL1 0x009E —— —— 0 EPCTLDIS EPRXEN EPTXEN EPSTALL EPHSHK 

EPCTL2 0x009F —— —— 0 EPCTLDIS EPRXEN EPTXEN EPSTALL EPHSHK 

EPCTL3 0x00A0 —— —— 0 EPCTLDIS EPRXEN EPTXEN EPSTALL EPHSHK 

EPCTL4 0x00A1 —— —— 0 EPCTLDIS EPRXEN EPTXEN EPSTALL EPHSHK 

EPCTL5 0x00A2 —— —— 0 EPCTLDIS EPRXEN EPTXEN EPSTALL EPHSHK 

EPCTL6 0x00A3 —— —— 0 EPCTLDIS EPRXEN EPTXEN EPSTALL EPHS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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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USB 设备描述符 

// 设备描述符 

static const DeviceDescriptor deviceDescriptor = { 

   sizeof(DeviceDescriptor),               // bLength 域，表示描述符长度18字节 

   DT_DEVICE,                              // bDescriptorType域描述符类型，0x01表示设备 

   {0x00, 0x02},                           // bcdUSB 表示符合2.0协议 (BCD = 2.0) 

   0xFF,                                   // bDeviceClass ,群组码    0xFF自定义 

   0xFF,                                   // bDeviceSubClass, 设备次群组 0xFF自定义 

   0xFF,                                   // bDeviceProtocol，设备协议   0xFF自定义 

   ENDPT0MAXSIZE,                          // bMaxPacketSize0，端点0最大封包大小 

   {VendorID&0xFF,  (VendorID>>8)&0xFF},   // idVendor ，制造商ID 

   {ProductID&0xFF, (ProductID>>8)&0xFF},  // idProduct，产品ID 

   {0x00, 0x01},                           // bcdDevice，BCD码表示设备发行序号(BCD = 1.00) 

   1,                                      // iManufacturer制造商的字符串描述符索引（1字 

// 节）,本实例中指str1处的字符串描述符 

   2,                                      // iProduct产品的字符串描述符索引，本实例中值 

// str2处的字符串描述符 

   3,                                      // iSerialNumber设备序号的字符串描述符索引，本 

// 实例中指str3处的字符串描述符  

   1                                       // bNumConfigurations，配置数为1 

   }; 

static const struct { 

   ConfigurationDescriptor configDescriptor; 

   InterfaceDescriptor     interfaceDescriptor; 

   EndpointDescriptor      endpointDescriptor1; 

   EndpointDescriptor      endpointDescriptor2; 

} otherDescriptors =  

{ 

   { //配置描述符 

      sizeof(ConfigurationDescriptor),    // bLength，表示该描述符的长度9个字节 

      DT_CONFIGURATION,                   // bDescriptorType 描述符类型，2表示配置 

      {sizeof(otherDescriptors),0},       // wTotalLength描述符的总长度为 25 

      1,                                  // bNumInterfaces 配置支持的接口数为1 

      1,                                  // bConfigurationValue，配置值， 

// 作为Set Configuration请求的配置值 

      0,                                  // iConfiguration  配置字符串描述符的索引 

      0x80,                               // bmAttributes配置属性 Bus供电,不远程唤醒 

      150                                 // MaxPower，从总线上获取的最大电流为300 mA 

   }, 

  { //接口描述符 

      sizeof(InterfaceDescriptor),  // bLength           该描述符长度为9 

      DT_INTERFACE,                 // bDescriptorType  为4表示接口描述符 

      0,                            // bInterfaceNumber  接口数目以4为基数(一个接口) 

      0,                            // bAlternateSetting  交互设置值为0(因为只有一个接口) 

      2,                            // bNumEndpoints    该接口端点数为2 

      0xFF,                         // bInterfaceClass     接口群组，0xFF表示供应商定义 

      0xFF,                         // bInterfaceSubClass  接口次群组，0xFF表示供应商定义 

      0xFF,                         // bInterfaceProtocol  接口协议，0xFF表示供应商定义 

      0                             // iInterface 接口描述符索引，本实例没有 

   }, 

  { //端点1描述符-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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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zeof(EndpointDescriptor), // bLength           = 7 

     DT_ENDPOINT,                // bDescriptorType 为5表示端点描述符 

     EP_IN|1,                    // bEndpointAddress 端点地址0x81(编号为1且为IN端点) 

     0x02,                       // bmAttributes 批量传输 

     {ENDPT1MAXSIZE,0},          // wMaxPacketSize 

     1                           // bInterval         = 1 ms 

   }, 

  { //端点2描述符-OUT 

     sizeof(EndpointDescriptor), // bLength           = 7 

     DT_ENDPOINT,                // bDescriptorType 为5表示端点描述符 

     EP_OUT|2,                   // bEndpointAddress  端点地址0x02(编号为2且为OUT端点) 

     0x02,                       // bmAttributes ，批量传输 

     {ENDPT2MAXSIZE,0},          // wMaxPacketSize    = 16 

     1                           // bInterval ,轮询间隔1ms 

   } 

}; 

static const char str0[] = {4, DT_STRING, 0x09, 0x04}; // 语言ID 

static const char str1[] = "suda";   // Manufacturer 

static const char str2[] = ProductDescription; // Description 

static const char str3[] = "0001";  // Serial  

static const char * const stringDescriptors[] = {str0, str1, str2, str3}; //字符串描述符表 



附录 C                                       飞思卡尔HCS08/HCS12系列MCU 编程调试器的设计与实现 

78 

附录 C 编程调试器驱动程序库 

C.1 HCS12 库函数 

//用BCD码返回DLL库的版本。 

unsigned char tbdml_dll_version(void)  

//对编程调试器进行初始化，并返回编程调试器的个数。 

unsigned char tbdml_init(void)  

//用设备号打开设备，编号从0开始，成功返回0，失败返回非零。 

unsigned char tbdml_open(unsigned char device_no)  

//关闭当前打开的编程调试器设备。 

void tbdml_close() 

//用BCD码返回编程调试器硬件（MSB）和软件（LSB）的版本号。 

unsigned int tbdml_get_version(void) 

//返回上一条命令的执行结果。成功返回0，失败非零。 

unsigned char tbdml_get_last_sts(void) 

//设置目标MCU的类型，参数详见target_type_e。成功返回0，失败返回非零。 

unsigned char tbdml_set_target_type(target_type_e  target_type) 

//目标MCU从当前PC地址执行。成功返回0，失败非零。 

unsigned char tbdml_target_go(void) 

//指令级单步。成功返回0，失败返回非零。 

unsigned char tbdml_target_step(void) 

//目标MCU进入激活（active）BDM模式。成功返回0，失败返回1。 

unsigned char tbdml_target_halt(void) 

//将目标MCU复位到运行模式还是BDM模式。成功返回0，失败返回非零。 

unsigned char tbdml_target_reset(target_mode_e  target_mode) 

//用SYNC测量目标MCU的BDM频率，并连接目标MCU。成功返回0，失败非零。 

unsigned char tbdml_target_sync(void) 

//获取BDM通信接口状态，结果保留在bdm_status中。成功返回0，失败非零。 

unsigned char tbdml_bdm_sts(bdm_status_t *bdm_status) 

//根据地址address读取BDM存储器的一个字节数据。 

unsigned char tbdml_read_bd(unsigned int address) 

//向BDM存储区的地址address写数据data。成功返回0，失败返回非零。 

unsigned char tbdml_write_bd(unsigned int address,unsigned char data) 

//设置BDM通信频率，参数为频率值，单位为MHz。成功返回0，失败返回非零。 

unsigned char tbdml_set_speed(float crystal_frequency) 

//获取目标MCU的晶振频率，单位为MHz。 

float tbdml_get_speed(void) 

//从存储器中地址address处读取一个字节的数据。 

unsigned char tbdml_read_byte(unsigned int address) 

//向存储器中地址address处写入数据data。 

void tbdml_write_byte(unsigned int address,unsigned char data) 

//从存储器中地址address处读取一个字的数据,地址必须为偶数（对齐）。 

unsigned int tbdml_read_word(unsigned int address) 

//向存储器中地址address处写入数据data，地址要求为偶数（对齐）。 

void tbdml_write_word(unsigned int address,unsigned int data) 

//从地址address处读取count个字节，写入到data指向的缓冲区。 

void tbdml_read_block(unsigned int address, unsigned int count,unsigned char *data) 

//向存储器中地址address处写入count个字节，data指向数据源。 

void tbdml_write_block(unsigned int address,unsigned int count,unsigned char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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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寄存器的值 

unsigned char tbdml_read_regs(registers_t *registers) 

//写寄存器PC 

void tbdml_write_reg_pc(unsigned int value) 

//写寄存器SP 

void tbdml_write_reg_sp(unsigned int value) 

//写寄存器X 

void tbdml_write_reg_x(unsigned int value) 

//写寄存器Y 

void tbdml_write_reg_y(unsigned int value) 

//写寄存器D 

void tbdml_write_reg_d(unsigned int value) 

//写寄存器CCR 

void tbdml_write_reg_ccr(unsigned int value) 

//读取断点寄存器的值， 

unsigned int tbdml_read_bkpt(void) 

//写断点寄存器，值value                    

void tbdml_write_bkpt(unsigned int value) 

//读取BDM状态寄存器的值 

unsigned char tbdml_read_status(void) 

//写BDM控制寄存器 

void tbdml_write_control(unsigned char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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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 HCS08 库函数 

 

//用BCD码返回DLL库的版本。 

unsigned char OpenSourceBDM_dll_version(void) 

//对编程调试器进行初始化，并返回编程调试器的个数。 

unsigned char OpenSourceBDM_init(void) 

//用设备号打开设备，编号从0开始，成功返回0，失败返回非零。 

unsigned char OpenSourceBDM_open(unsigned char device_no) 

//关闭当前打开的编程调试器设备。 

void OpenSourceBDM_close(void) 

//用BCD码返回编程调试器硬件（MSB）和软件（LSB）的版本号。 

unsigned int OpenSourceBDM_get_version(void) 

//返回上一条命令的执行结果。成功返回0，失败非零。 

unsigned char OpenSourceBDM_get_last_sts(void) 

//设置目标MCU的类型，参数详见target_type_e。成功返回0，失败返回非零。 

unsigned char OpenSourceBDM_set_target_type(target_type_e  target_type) 

//用SYNC测量目标MCU的BDM频率，并连接目标MCU。成功返回0，失败非零。 

unsigned char OpenSourceBDM_target_sync(void) 

//将目标MCU复位到运行模式还是BDM模式。成功返回0，失败返回非零。 

unsigned char OpenSourceBDM_target_reset(target_mode_e  target_mode) 

//获取BDM通信接口状态，结果保留在bdm_status中。成功返回0，失败非零。 

unsigned char OpenSourceBDM_bdm_sts(bdm_status_t *bdm_status) 

//目标MCU从当前PC地址执行。成功返回0，失败非零。 

unsigned char OpenSourceBDM_target_go(void) 

//指令级单步。成功返回0，失败返回非零。 

unsigned char OpenSourceBDM_target_step(void) 

//目标MCU进入激活（active）BDM模式。成功返回0，失败返回1。 

unsigned char OpenSourceBDM_target_halt(void) 

//设置BDM通信频率，参数为频率值，单位为MHz。成功返回0，失败返回非零。 

unsigned char OpenSourceBDM_set_speed(float crystal_frequency) 

//获取目标MCU的晶振频率，单位为MHz。 

float OpenSourceBDM_get_speed(void) 

//从存储器中地址address处读取一个字节的数据。 

unsigned char OpenSourceBDM_read_byte(unsigned int address) 

//向存储器中地址address处写入数据data。 

void OpenSourceBDM_write_byte(unsigned int address, unsigned char data) 

//从地址address处读取count个字节，写入到data指向的缓冲区。 

void OpenSourceBDM_read_block(unsigned int address, unsigned int count, unsigned char *data) 

//向存储器中地址address处写入count个字节，data指向数据源。 

void OpenSourceBDM_write_block(unsigned int address, unsigned int count, unsigned char *data) 

//读寄存器的值 

unsigned char OpenSourceBDM_read_regs(registers_t *registers) 

//写寄存器PC 

void OpenSourceBDM_write_reg_pc(unsigned int value) 

//写寄存器SP 

void OpenSourceBDM_write_reg_sp(unsigned int value) 

//写寄存器HX 

void OpenSourceBDM_write_reg_x(unsigned int value) 

//写寄存器A 

void OpenSourceBDM_write_reg_d(unsigned int value) 

//写寄存器CCR 

void OpenSourceBDM_write_reg_ccr(unsigned int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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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D 编程调试器原理图 

D.1 最小系统原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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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2 控制电路原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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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E 编程调试器实物图 

 

 

 

 

 

 

 

 

 

 

 

 

 

 

 

 

 

 

 

 

 

 

 

 

 

 

 

 

 

 

 

 

 

 

 

USBDM 编程调试器实物图 

 

 

 



附录 E                                       飞思卡尔HCS08/HCS12系列MCU 编程调试器的设计与实现 

84 

致 谢 

三年的时光转瞬即逝，在此我首先要感谢我的导师王宜怀教授。在我攻读硕士学

位期间，王老师不仅为我提供了良好的学习条件和实践锻炼机会，还非常注重对我学

习方法的培养。在他的严格要求和悉心指导下，我逐步掌握了如何规范地进行嵌入式

系统的开发，并且具备了一定的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王老师严谨的治学态度、

渊博的知识和正直的人格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些都将给我今后的学习工作带

来积极的影响。 

衷心感谢刘晓升老师对我生活上的关心和学习上的帮助。 

真诚感谢实验室的兄弟姐妹们，感谢你们营造的浓厚学习氛围。感谢曹振华、葛

强、王慧明和严健同学在本文研究过程中给予的无私帮助。感谢王玉丽、王凤林和屯

娜同学在论文修改期间提供的大力支持。 

感谢我的父母，你们无私的爱激励我永远向前努力。 

最后，向审阅本文的专家、教授致敬！ 


	第一章 绪论
	1.1课题背景
	1.1.1调试技术的发展
	1.1.2后台调试模式应用现状

	1.2 编程调试器开发的必要性
	1.3 本文工作和结构
	1.3.1 本文工作
	1.3.2 本文结构


	第二章 相关技术概要和设计方案
	2.1 编程调试器相关基础知识
	2.1.1 USB2.0接口技术
	1．USB拓扑结构
	2．USB2.0的传输方式
	3．USB2.0数据格式
	4．USB标准设备请求
	5．USB设备状态

	2.1.2 BDM通信技术
	1．BDM通信协议
	2．BDM命令组织


	2.2 影响编程调试器性能的因素
	2.2.1 BDM通信协议剖析
	2.2.2 现有编程调试器局限分析

	2.3设计方案
	2.3.1 整体框架
	2.3.2 与CodeWarrior兼容性解决
	1．CodeWarrior与编程调试器的通信
	2．兼容问题的解决


	2.4本章小结

	第三章 硬件设计
	3.1 芯片选型及功能概述
	1．选型原则
	2．主控芯片MC9S08JM60简介

	3.2 编程调试器硬件设计
	3.2.1 最小系统电路设计
	1．电源电路
	2．时钟电路
	3．复位电路
	4．BDM接口
	5．USB接口电路

	3.2.2 电源控制电路设计
	1．LP2981简介
	2．3.3V控制电路
	3．5V控制电路

	3.2.3 目标MCU复位控制检测电路
	1．MAX662A简介
	2．MAX662A电路
	3．复位控制检测电路

	3.2.4 BDM通信电路
	3.2.5 其他电路
	1．BDM接口电路
	2．电源检测电路


	3.3 硬件测试及设计体会
	3.3.1 硬件模块测试
	3.3.2 硬件设计体会

	3.4 本章小结

	第四章 软件设计
	4.1 总体设计
	4.2 MCU方软件
	4.2.1 USB模块设计
	1．USB初始化
	2．USB设备枚举
	3．USB数据传输

	4.2.2 BDM通信设计
	1．向目标MCU发送一字节数据
	2．从目标MCU接收一字节数据
	3．硬件对收发子程序的影响

	4.2.3 速度测试及收发程序的选择
	1．BDM模式的进入
	2．目标MCU通信频率的确定
	3．收发子程序的选择

	4.2.4 通信格式及命令处理
	1．通信格式
	2．命令处理


	4.3 PC方软件设计
	4.3.1 驱动动态链接库分析
	4.3.2 驱动动态链接库的设计
	1．libusb-win32简介
	2．设备通信实现
	3．编程调试器驱动库实现


	4.4 软件测试与性能分析
	4.4.1 软件测试
	1．USB模块测试
	2．BDM通信测试
	3．整体测试

	4.4.2 性能分析

	4.4 本章小结

	第五章 应用实例设计
	5.1 编程工具设计分析
	5.2 编程工具实现
	5.2.1 设备初始化
	5.2.2 擦除
	1．设置分频因子
	2．块擦除
	3．空校验
	4．加密位设置

	5.2.3 写入
	5.2.4 读取和其他

	5.3 本章小结

	第六章 总结与展望
	6.1 全文总结
	6.2 课题展望

	参考文献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公开发表的论文及鉴定项目
	附录A JM60芯片USB模块寄存器
	附录B USB设备描述符
	附录C 编程调试器驱动程序库
	C.1 HCS12库函数
	C.2 HCS08库函数

	附录D 编程调试器原理图
	D.1 最小系统原理图
	D.2 控制电路原理图

	附录E 编程调试器实物图
	致 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