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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英文阅读、翻译与理解(20分) 

下面是M16数据手册中对 T/C0工作模式给出的一段说明，请在阅读和理解的基础上，

完成题目要求。 

Reset and Interrupt Handling 

The AVR provides several different interrupt sources. These interrupts and the separate reset 

vector each have a separate program vector in the program memory space. All interrupts are 

assigned individual enable bits which must be written logic one together with the Global 

Interrupt Enable bit in the Status Register in order to enable the interrupt. 

The lowest addresses in the program memory space are by default defined as the Reset and 

Interrupt Vectors. The complete list of vectors is shown in “Interrupts” on page 45. The list also 

determines the priority levels of the different interrupts. The lower the address the higher is the 

priority level. RESET has the highest priority, and next is INT0–the External Interrupt Request 0. 

When an interrupt occurs, the Global Interrupt Enable I-bit is cleared and all interrupts are 

disabled. The user software can write logic one to the I-bit to enable nested interrupts. All enabled 

interrupts can then interrupt the current interrupt routine. The I-bit is automatically set when a 

Return from Interrupt instruction – RETI – is executed. 

The interrupt execution response for all the enabled AVR interrupts is four clock cycles minimum. 

After four clock cycles the program vector address for the actual interrupt handling routine is 

executed. During this four clock cycle period, the Program Counter is pushed onto the Stack. The 

vector is normally a jump to the interrupt routine, and this jump takes three clock cycles.  

A return from an interrupt handling routine takes four clock cycles. During these four clock cycles, 

the Program Counter (two bytes) is popped back from the Stack, the Stack Pointer is incremented 

by two, and the I-bit in SREG is set. 

 

1． 将斜体部分整理成通顺易懂的中文解释说明（4分） 

 

2． AVR中各个中断的优先级是如何排定的？中断优先级有何作用？（4分） 

 

3． AVR从响应一个中断开始，最少需要多少时间后，才能执行该中断服务程序的第一条指

令？（4分） 

 

4． AVR在响应中断的过程中，硬件上自动做了那些处理？哪些寄存器以及内存单元将发生

变化，发生什么变化？说明这些处理的作用。（4分） 

 

5． 缺省情况下，AVR在执行某个中断服务时，会被比其优先级高的中断打断吗？为什么会

或不会？说明原因。（4分） 

 

 

五、简单系统的设计、调试与实现（40分） 

 一系统中 ATmage16 的 PORTA 口和 PORTC 口与 8*8 LED 点阵的连接如左图所示。

ATmage16的系统时钟频率为 4MHz，配合下面的代码在 8*8 LED点阵数码管上显示了一个

环形流水灯图案，图案中流水灯为 1 个点亮的 LED，沿着最外圈围绕中间常亮的 4个点按

顺时针方向运动，环形路径为右图中所示的灰色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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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该功能的程序源代码如下： 

#include <mega16.h> 

char dis_buff[8] = {0x00,0x00,0x00,0x18,0x18,0x00,0x00,0x00}; 

char j=0,line=0,point; 

char time_count; 

bit t_xxms_ok; 

 

void led8x8(void) { 

    static char i = 0; 

    PORTC = 0xff; 

    PORTA = dis_buff[i]; 

    if (i = = line)  PORTA = dis_buff[i] | point; 

    PORTC = ~(1<<i); 

    if(++i>7) i = 0; 

} 

 

interrupt [TIM2_COMP] void timer2_comp_isr(void) 

{ 

    led8x8(); 

    if(++time_count >= 250) 

    {time_count = 0; t_xxms_ok = 1;} 

} 

 

 

void main(void) 

{ 

    PORTA=0x00; 

    DDRA=0xFF;   // PA口设置为输出工作方式 

    PORTC=0x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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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DRC=0xFF;   // PC口设置为输出工作方式 

TCCR2=0x0B;  // T/C2工作在 CTC方式，32分频  

OCR2=0x7C; 

TIMSK=0x80;   // 允许 T/C2比较匹配中断 

#asm("sei")   // 允许全局中断 

 

while (1) 

{ if(t_xxms_ok) 

        { t_xxms_ok = 0; 

             

            if (j<8)  

            {   line = 0; point = 0x80>>j;} 

            if (j>=8 && j<14) 

            {   line++; point = 0x01;} 

            if(j>=14 && j< 22) 

            {   line = 7; point = 0x01<<(j-14);} 

            if (j>=22 && j< 28) 

            {   line-- ; point = 0x80;} 

             

            if(++j > 27) j = 0; 

        } 

    } 

} 

 

请根据连接图和代码回答下面的问题。 

 

1．填空（10分） 

由于系统时钟为 4M，T/C2工作在 CTC方式，预分频系数为 32，T/C2比较寄存器的值

为 0x7C，所以每隔             时间间隔就产生一次比较匹配中断。每执行一次中断服务

将调用一次扫描显示函数，每执行一次扫描显示函数将点亮           （行 or 列） 上的

LED。因此 8*8点阵全部扫描一遍，形成 1帧图案需要             时间，由于在 1秒内

一共产生了                帧图案，所以整个流水灯的效果           （会 or 不会）

闪烁。 

 

2．回答下列问题（25分） 

(1) 根据现在的代码分析，系统上电后第 1个点亮的流水灯是哪个位置的 LED？（2分） 

 

(2) 流水灯每隔多少时间移动到下个位置？（2分） 

 

(3) 如果要调整流水灯的移动速度，比如将速度提高 1倍，应该如何改动代码？（2分） 

 

(4) 如果需要将 LED调整为 1秒移动 1次，又应该如何修改代码？（3分） 

 

(5) 扫描显示函数中的 PORTC = 0xff;语句起到什么作用？并说明为什么能起到你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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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用？（3分） 

 

(6) 分别说明代码中 3个全局变量 j、line、point的作用，它们之间的关系，以及如何与

扫描显示函数配合，形成流水灯的。（4分） 

 

(7) 如果仅将 T/C2的分频系数设置成 256，代码其它部分不做任何改动，程序执行后将

出现什么情况？（3分） 

 

(8) 仅需要改动 led8x8函数代码段中的一句语句就能将流水灯的运动方向改成逆时钟方

向运动，请分析原代码，并给出改动后的语句（2分） 

 

(9) 当然也可以改动多句语句，将流水灯的运动方向改成逆时钟方向运动，请分析原代

码，并给出改动后的语句（4分） 

 

 

3．对本题给出的代码不做任何改变，分析仅改变硬件连接后所产生的实际效果。 

将 PA口与 8*8LED点阵的 8个连接线对调，（既原接 PA0改接 PA7、既原接 PA1改接

PA6、既原接 PA2改接 PA5、……）产生的实际效果有何变化？请具体说明。（5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