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0 内核使用说明

V1.49
表达式由参与运算参数和运算符组成。

参与运算的参数：

数据口

 用来发送或者接收数据的接口（uart），有可能是串口，485，网口等等，标号默认

从 1 开始，数据口 1，数据口 2，……

 数据口[表达式]，代表某一个数据口，如果表达式=1，代表数据口 1，以此类推。

 数据口 n[表达式]，代表数据口 n 接收到的数据包里面的某一个字节，只读，标号

默认从 0 开始，如果表达式=0，代表数据口 1 接收到的第一个元素，以此类推。

 数据口赋值，代表发送数据，读数据口，代表接收到的数据

 数据口 1= 数组表达式 数据口 1发送数组表达式所代表的内容

 数据口 1={01 02 03 A0 B0} 数据口 1 发送 16 进制数据包：01 02 03 A0 B0。

 数据口 1=“123asd45ASD” 数据口 1 发送字符串：123asd45ASD。

 数据口 1= 数组 1 发送数组 1 代表的内容

 数据口 1= 变量 1 发送变量 1 转换成数组后的内容，具体转换规则可以通过系统函

数设置与更改

 以上的数据口 1 都可以通过数据口[表达式]来表达。

局部变量

 用来记录中间状态的数据值，四个字节长度，可以是正数或者负数。函数内有效,

默认从 0 开始，变量 0,变量 1,......

 变量[表达式]，代表某一个变量，如果表达式=1，代表变量 1，以此类推。

 变量 n[表达式]，代表变量 n 的某一个位，如果 n=1 表达式=0，代表变量 1 第 0 位。

 变量或者变量的某一个位都可以读写

 每个函数默认含有 10 个变量。变量 0-变量 9

定时器

 定时器全局有效，默认从 0 开始，定时器 0,定时器 1,......

 在大于零的情况下，系统每运行一次，定时器减一一次，减到 0 为止。

 定时器[表达式]，代表某一个定时器，如果表达式=1，代表定时器 1，以此类推。

 系统默认含有 100 个定时器。定时器 0-定时器 99

全局变量

 功能与局部变量相同，全局有效。

 系统默认含有 100 个全局变量。全局变量 0-全局变量 99

 其他运算功能参考局部变量，比如数组下标，位操作等

位变量



 全局有效,位变量 0,位变量 1,位变量 2......

 位变量[表达式]，代表某一个位变量，如果表达式=1，代表位变量 1，以此类推。

 系统默认含由 100 个位变量

 位变量支持边沿检测

常数

 十进制常数：0,1,2,3,100,1000,1010,456,123,785,......

 十进制负数：-1,-2,-3,.....

 16 进制常数：0x12,0x7845,0x56898145......

 字符常数：'0','1','2','a','b','C','D',...... 代表对应的 ASC 码

 目前不支持小数。

立即字符串

 "0123dds" "werf" "短方法" ......

立即数组（16 进制表达）

 {01 02 03 45 88} ...... 代表对应的 16 进制数组，使用{}表达

局部数组

 函数内有效，默认使用数组表达局部数组。

 默认从 0 开始，数组 0,数组 1, ......

 数组[表达式]，代表某一个数组，如果表达式=1，代表位数组 1，以此类推。

 数组 n[表达式]，代表数组 n 里面的某一个字节，n 默认从 0 开始，表达式默认从 0

开始，如果 n=1 表达式=0，代表数组 1 的第 0 个字节，以此类推。

 每个函数默认含由 5 个数组，最大长度 50 字节

 数组的最大长度可以由系统函数设定，设定的长度长了，数组数量会变少，反之亦

然。

全局数组

 全局有效

 下标默认从 0 开始，全局数组 0,全局数组 1,......

io口

 供单片机开发者使用，直接操作 IO口

 默认可以操作 4 个 port 口 PA PB PC PD

 下标默认从 0 开始，PA0，PA1,......

 PA[表达式]，代表 PA 里面的某一个引脚，表达式默认从 0 开始，如果表达式=0，

代表 PA0，以此类推。

函数参数

 代表从函数人口传进来的表达式的值。

 默认下标从 1 开始，函数参数 1，函数参数 2，……

 使用方法，只读。

时间参数



 年 月 日 时 分 秒 星期

参与运算的运算符：

 + 加运算符

 - 减运算符

 * 乘运算符

 / 除运算符

 << 左移运算符

 >> 右移运算符

 % 取余运算符

 & 与运算符

 | 或运算符

 ^ 异或运算符

 = 等于运算符

 > 大于运算符

 < 小于运算符

 >= 大于等于

 <= 小于等于

 <> 不等于

 () 括号运算符，括起来后是独立的参与运算的参数

 [] 中括号运算符 提取元素的子元素

 { } 用来表达立即数组 或者表达语句块

语句块：

 用来表达一个单独的语句结构，

 语句块内的语句收到条件的影响，只有条件满足，语句块内部的语句才会执行。

 区分不同的层次，从而进行多级判断时候更方便

 右键可以添加语句块。

表达式举例：

 变量 1 = 1

 变量[1]=2

 变量 2=变量 1

 变量 1 = 变量 1+1

 变量 1 = 数组 1[0] 变量 1 等于数组 1 的第 0 个元素

 变量 1 = (((变量 1+2)*3)<<4)+数组 1[0] 综合运算

 变量[变量 1]=3 变量 1 所指向的变量的值等于 3

 变量 1=数组 1[2];变量 1 等于数组 1 的第 2 个元素(起始 0)

 数据口 1="fasong235 信科电子"数据口 1 发送字符串：fasong235 信科电子

 数据口 1=数组 1 数据口 1 发送数组 1 的内容

 数据口 1={01 03 04 56 FF}数据口 1 发送立即 16 进制数据包

 输出 1 = 1 打开第一路输出

 输出 1 = 输入 1 根据输入 1 的状态重置输出 1

 输出 1 = 变量 1 变量 1 等于 0 关闭 等于 1 打开



系统函数说明：

关于程序运行的函数

设备上电( )
 设备上电第一次运行函数返回 1 其他情况返回 0

延时(参数 1)
 程序原地等待。参数 数据表达式，等待的毫秒数

设置运行间隔(参数 1)
 参数，数据表达式，每次运行与上次的间隔时间，单位毫秒

函数返回(参数 1)
 参数 1 可以是一个表达式或者是某一个运算参数，用来作为返回的参数内容

 函数返回（“123”） 返回字符串 123

 函数返回（变量 1） 返回变量 1 的值

 函数返回（变量 1+2） 返回变量 1+2 的

关于数据口的函数

设置波特率(参数 1，参数 2)
 设置波特率（数据口 1，"9600 N 8 1"）

 设置波特率（数据口 1，"9600 O 9 1"）

 设置波特率（数据口 1，"19200 D 9 1"）

 设置波特率（数据口[表达式]，数组表达式）

发送延时(参数 1，参数 2)
 参数 1：具体的数据口

 参数 2，数字表达式，单位是毫秒

 举例说明：

 发送延时（数据口 1，500） 数据口 1 延迟 500 毫秒发送。延迟期间，不影响程序的其

他运行。

设置接收间隔(参数 1，参数 2)
 非定长数据接收的时候，设置数据包与数据包之间的最少时间间隔，单位毫秒，超过这

个时间的空闲时间被认为是下一个数据包。

 举例说明，设置接收间隔（数据口 1，10），设置数据口 1 接收数据的间隔为 10 毫秒

设置发送指示时间(参数 1，参数 2)
 设置数据口有数据收发的时候对应的指示灯的点亮时间，单位毫秒。

 举例 设置发送指示时间（数据口 1,100） 设置数据口 1 发送数据的时候 指示灯点亮

100 毫秒。数据持续发送的时候常亮。



设置接收指示时间(参数 1，参数 2)
 设置数据口有数据接收的时候对应的指示灯的点亮时间，单位毫秒。

 举例 设置接收指示时间（数据口 1,100） 设置数据口 1 接收数据的时候 指示灯点亮

100 毫秒。数据持续接收的时候常亮。

设置收发指示时间(参数 1，参数 2)
 同时设置发送指示时间和接收指示时间

设置数据过滤(数据口 x，参数 2，参数 3，参数 4)
 设置数据口接收数据的时候的规则，包含数据头，数据长度，数据结尾

 一共四个参数，参数 1 用来说明是哪个数据口，参数二代表数据头，参数 3 数据长度，

参数 4 数据结尾符号

 参数 1，数据口 x，可以是数据口 1，数据口 2，……

 参数 2，数据头，可以是字符串，也可以是 16 进制表达，长度不超过 20 个字节。

 参数 3，接收长度，0 代表任意长度。包含数据头和数据尾的总长度。

 数据尾，结束符号，用来代表结尾，如果空，代表总线空闲结尾或者到达数据长度自动

结尾。

 举例说明，设置数据过滤（数据口 1，“123”，0,“456”），经过这个设置后，数据口 1

接收到字符串“012355555456000”，实际接收到的字符串为：“12355555456”

 举例说明，上电默认设置，设置数据过滤（数据口 1，“”，0,“”），经过这个设置后，

数据口 1 接收到字符串“123456”，实际接收到的字符串为：“123456”，这也是设备上

电后的默认设置，通过总线空闲的时间片来确定数据头和数据尾，长度任意，默认最大

长度为 50，具体板卡有可能不一样，但不会低于 50，默认空闲时间边界为 10 毫秒，超

过 10 毫秒的总线空闲会被认为是数据的结尾，这个 10 毫秒是可设置的，使用函数设置

接收间隔（）。

 举例说明，设置数据过滤（数据口 1，“123”，0，“”），数据头为“123”，长度任意，

结尾标志为总线空闲。如果数据口接收到字符串“00123dfdfdf”，实际接收为“123dfdfdf”.

举例说明，设置数据过滤（数据口 1，“”，5，“”），数据头和数据尾都可以是任意字符，每

间隔 5 个字节接收一次数据，如果接收到数据“1234567890”，实际接收到两次数据，“12345”

和“67890”。注意事项，程序默认 10 毫秒执行一次，5 个字节的时间有可能小于 10 毫秒，

会出现上一次数据还没有处理完，下一次的数据又来了，所以要把数据处理间隔设置为低于

5 毫秒才不会漏掉数据，比如，设置运行间隔（1），1 毫秒运行一次总程序。

关于地址设置的函数

读取地址( )
 函数返回本机地址值

设置地址(参数 1)
 设置地址（1）设置本机地址为 1 范围 0-250

关于输入、输出的函数

检测无变有(参数 1)



 检测无变有(输入 1)

 检测无变有(输出 2)

 检测无变有(位变量 1)

检测有变无(参数 1) 举例：同上

单击(参数 1)
 单击(输入 1)

 单击(输入 2)

双击(参数 1)举例：同上

长按(参数 1)举例：同上

多次连击(参数 1，参数 2)
 多次连击(输入 1，3) 三连击输入 1

长按时间设定(参数 1)
 长按时间设定(1000) 双击或者三连击时候的时间参数，单位毫秒.系统默认 500 毫秒

闭合输出( )
 闭合输出（1，2，4，5） 闭合第 1，2，4，5 路

 闭合输出（变量 0）闭合变量 0 指向的某一路

断开输出( ) 举例：同上

翻转输出( ) 举例：同上

点动输出(参数 1，参数 2)
 点动输出（1，500）点动输出 1 500 毫秒

 点动输出（1，表达式）点动输出 1 表达式所代表的时间，单位毫秒

关于数据处理的函数

获取 16 进制字符串(参数 1)
 参数 1：数组表达式，自动转换为数组。

 函数返回：每个字节使用 16 进制表达后，用字符串来表达相应的 16 进制。

 举例说明：

 获取 16 进制字符串(“123”) 函数返回结果 字符串 31 32 33，中间使用空格间隔

 获取 16 进制字符串({01 02 03}) 函数返回结果 字符串 01 02 03，中间使用空格间隔,16

进制的具体的数字转化为具体对应的字符串

获取长度(参数 1)
 获取长度（数组 1）



 获取长度（全局数组 1）

 获取长度（数组 1+全局数组 1）

 函数返回一个整数，代表字节数

数组内查找(参数 1，参数 2)
 参数 1 数组表达式 被查找的数组

 参数 2 数组表达式 需要查找的内容

 数组内查找(数组 1，“123” ) 查找数组 1 中是否包含字符串 123

数组插入(参数 1，参数 2，参数 3)
 参数 1，数组表达式

 参数 2 数值表达式 位置

 参数 3 数组表达式 被插入的内容

提取数组(参数 1，参数 2，参数 3)
 参数 1，被提取的数组表达式

 参数 2，位置信息，从 0 开始

 参数 3，数量信息，从 1 开始，长度超过数组边界返回空

 提取数组（数组 1，1，2） 提取数组 1，位置 1 数量 2 函数返回提取出来的数组

识别数字(参数 1，参数 2)
 参数 1，数组表达式

 参数 2 第几个数字 从 1 开始

字节位倒序(参数 1)
 参数 1，数组表达式

数组倒序(参数 1)
 参数 1，数组表达式

删除字节(参数 1，参数 2，参数 3)
 参数 1，数组表达式

 参数 2 起始位置 从 0 开始

 参数 3 数量 缺省为 1

设置数组长度(参数 1，参数 2) 设置数组的具体长度

 设置数组长度(数组 1，10) 设置数组 1 的长度为 10

 设置数组长度(全局数组 1，10)

设置数组边界(参数 1，参数 2) 设置数组的允许最大长度

 设置数组边界（“数组”，100）

 设置数组边界（“全局数组”，100）

设置转换长度(参数 1)



 设置转换长度(表达式) 数组与变量进行格式转化的时候，数组中参与转化的字节数

设置转换格式(参数 1)
 设置转换格式(“字节”) ，然后，数据口 1=10 实际发送内容 A0

 设置转换格式(“字符串”) 然后，数据口 1=10 实际发送内容 “10”

 数组与变量进行格式转化的时候，数组中的元素所代表的意义

转换为大写(参数 1)
 参数 1，数组表达式

转换为小写(参数 1)
 参数 1，数组表达式

添加和校验(数组表达式) 函数返回数组表达式 尾部添加了和校验

添加 CRC16校验(数组表达式) 函数返回数组表达式 尾部添加了 CRC16 校验

关于定时器的函数

暂停运行（定时器）

 暂时停止定时器的运行

 举例说明 暂停运行（定时器 1），定时器 1 暂时停止运行

继续运行（定时器）

 继续定时器的运行

 举例说明 继续运行（定时器 1），定时器 1 继续运行

增长运行（定时器）

 定时器单位时间加 1

 举例说明 增长运行（定时器 1），定时器 1 单位时间加 1

减少运行（定时器）

 定时器单位时间减 1

 举例说明 减少运行（定时器 1），定时器 1 单位时间减 1

关于协议设置的函数

使能 55 协议( )
 函数不需要参数，使能信科电子自定义的通讯协议，即支持自定义协议

失能 55 协议( )
 函数不需要参数，不支持信科电子自定义协议

使能程序更新( )



 函数不需要参数，接收程序更新指令

失能程序更新( )
 函数不需要参数，不接受更新指令

使能MODBUS（）

失能MODBUS（）

 这两个函数不需要参数，使能或者失能 mobus 功能

 Modbus 是一个通用的总线通讯协议，通过 modbus 可以访问输入 输出 内部的全局变

量

 支持功能码 01 02 03 05 06 15 16

 提到的寄存器地址，都是以 0 为起始的，本协议中寄存器地址 0 实际发送的 16 进制数

据是 0x00。

 功能码 01：读取输出状态 寄存器地址 0 代表第 1 路，1 代表第 2 路，以此类推

 功能码 02：读取输入状态 寄存器地址 0 代表第 1 路，1 代表第 2 路，以此类推

 功能码 05：操作输出 寄存器地址 0 代表第 1 路，1 代表第 2 路，以此类推

 功能码 15：操作输出 寄存器地址 0 代表第 1 路，1 代表第 2 路，以此类推

 寄存器地址：0 本机地址 支持读写，支持功能码 03 06 16

 寄存器地址：500 输入状态 只支持读，地址 500 代表第 1-16 路，地址 501 代表 17-32

路，根据输入的数量，以此类推。支持功能码 03。

 寄存器地址：1000 输出状态。地址 1000 代表第 1-16 路，地址 1001 代表 17-32 路，根

据继电器的数量，以此类推。支持读写，支持功能码 03 06 16

 寄存器地址：1500 全局变量。 地址 1500 代表全局变量 0，地址 1501 代表全局变量 1，

以此类推，支持功能码 03 06 16，指令 1 次只能读或者写 1 个全局变量。

关于掉电保存的函数

保存数组(参数 1，参数 2)
 参数 1 数组表达式 代表需要保存的值

 参数 2 数据表达式 代表位置

 保存后，掉电不丢失

 保存数组（数组 1，0）

 保存数组（全局数组 1+数组 2，3）

 保存数组（全局数组 1+数组 2，3）

读取数组(参数 1)
 读取数组（0）

 读取数组（变量 1）

 函数返回当前位置所保存的数组的内容

保存变量(参数 1，参数 2)
 参数 1 数据表达式 代表需要保存的值

 参数 2 数据表达式 代表位置



 保存后，掉电不丢失

 保存变量（变量 1，0）

 保存变量（1000，0）

 保存变量（输入 1，0）

读取变量(参数 1)
 数据表达式 代表存储器中的位置

 读取变量（0）

 应用举例 变量 1=读取变量（0）

保存字节(参数 1，参数 2)
 保存字节（数据，位置）掉电不丢失

 参数 1 数据表达式 代表需要保存的值

 参数 2 数据表达式 代表位置

读取字节(参数 1)
 读取字节（位置）

 参数 数据表达式 代表位置

保存数组到芯片内部空间(参数 1, 参数 2)
参数 1：需要保存的数据，可以是数组或者表达式

参数 2：保存的地址，最大值不能超多内部存储区的大小，否则保存不成功。

注意事项：数组保存到内部空间的时候，第一个字节存储长度信息，内容字节存放在紧随其

后的空间里

举例说明：

保存数组到芯片内部空间(数组 1, 22) 把数组 1 保存到内部存储区的 22 这个位置上。如果数

组 1 的长度为 2，内容为 12 13，那么将占用 3 个存储空间，地址分别是 22 23 24，内容分

别是：02 12 13.

从芯片内部空间读取数组(参数 1)
参数 1：数组存放的地址

注意事项：第一个地址存放长度，后面的地址存放具体的内容。先读第一个字节，然后根据

第一个字节的大小，读取紧随其后的内容。

举例说明:

数组 1 = 从芯片内部空间读取数组( 22 )。芯片内部地址 22 存放的数组将会被读取到数组 1

中，第一个字节存放数量，紧随其后的是具体的内容。

保存变量到芯片内部空间(参数 1，参数 2)
参数 1：需要保存的值，可以是变量或者表达式

参数 2：保存的地址，最大值不能超多内部存储区的大小，否则保存不成功。空间占用四个

字节的存储空间。

注意事项：保存数据不管数据的大小，占用四个字节的存储空间。

举例说明：

保存变量到芯片内部空间(0X12457855, 22) 把 0x12457855 这个值保存到 22 这个位置上，占



用四个字节的存储空间。四个字节的空间内容依次为 0x12 0x45 0x78 0x55。

举例说明：

保存变量到芯片内部空间(0x45, 22) 把 0x45 这个值保存到 22 这个位置上，占用四个字节的

存储空间。四个字节的空间内容依次为 0x00 0x00 0x00 0x45。

举例说明：

保存变量到芯片内部空间(变量 1, 22) 把变量 1 这个值保存到 22 这个位置上，占用四个字节

的存储空间。

从芯片内部空间读取变量(参数 1)
参数 1：变量存放的地址

举例说明：

变量 1 = 从芯片内部空间读取变量( 22 )。从内部空间地址 22 读取四个字节代表的变量值，

返回赋值为变量 1.

变量 2 = 从芯片内部空间读取变量( 变量 1 )。从变量 1 所代表的内部空间的地址读取四个

字节代表的变量值，返回赋值为变量 2.

关于液晶输出的函数

操作屏幕(多个参数)
举例:

操作屏幕("清除屏幕")

操作屏幕("自动滚屏")

操作屏幕("自动清屏")

操作屏幕("停止滚屏")

操作屏幕("手动滚屏"，1) 滚动屏幕 1 个单位

操作屏幕("打开背光") 背光打开 不限时间

操作屏幕("打开背光"，100) 背光打开 100 毫秒

操作屏幕("关闭背光")

操作屏幕("设置坐标"，0，0) 设置“显示文本”函数的坐标

操作屏幕("设置字高"，8) “显示文本”函数使用 8 个像素的字母或者数字

操作屏幕("设置字高"，16) “显示文本”函数使用 16 个像素的字母或者数字以及汉字

显示文本(多个参数)
注意，默认坐标在上一次的显示结尾

举例:

显示文本（“接收指令成功”）

显示文本（数据口 1）

显示文本（数组 1）

显示文本（数组 1，0，0） 强制在坐标 0，0 处显示文本

显示文本（{0A}） 强制换行

显示文本 8(多个参数)

显示文本 16(多个参数)

这两个函数的功能与“显示文本”函数相同，只是字高确定，一个是 8 个像素字高，一个是



16 像素字高”

屏幕绘图(多个参数)
举例：

屏幕绘图（“画点”，20，30）

屏幕绘图（“画线”，20，30，50，30）坐标为 x1，y1，x2，y2 两个端点的坐标

屏幕绘图（“画长方形”，20，30，50，30）坐标为 x1，y1，x2，y2 两个对角的坐标

屏幕绘图（“画圆”，20，30，20） x，y ，r 前两个是圆心坐标，最后一个是半径

关于 IO 口定义的函数

设置 IO输出(参数 1)
 参数 1，设置输出口 推挽输出

 设置 IO输出( PORTA1 )

设置 IO输入(参数 1)
 参数 1，设置输入口 上拉输入

 设置 IO输入( PORTB2 )

设置开关量 IO(参数 1，参数 2)
 设置输入和输出对应的单片机引脚

 设置开关量 IO（输入 1，PA4）

 设置开关量 IO（输出 1，PB1）

 用来重新设定开关量输入和输出所对应的 IO引脚

设置铁电存储器 IO(参数 1，参数 2，参数 3，参数 4)
 设置铁电存储器对应的单片机引脚，顺序为：DIN CS SCK DOUT

 设置铁电存储器 IO（PA1，PA2，PA3，PA4）

 注意事项，此函数可以一次设置四个引脚，但是顺序固定，DIN 引脚接存储芯片的 DOUT

引脚，CS 引脚连接存储芯片的 CS 引脚，SCK 引脚连接存储芯片的 SCK 引脚，DOUT 引

脚连接存储芯片的 DIN 引脚。

设置时钟芯片 IO(参数 1，参数 2)
 设置时钟芯片 ds3231 对应的 io，顺序为：SCL SDA

 设置时钟芯片 IO（PA1，PA2）

 注意事项，此函数可以一次设置两个引脚，但是顺序固定，SCL 连接时钟芯片的 SCL 引

脚，SDA 引脚连接时钟芯片的 SDA 引脚。

设置数据指示 IO(参数 1，参数 2)
 设置数据口有数据收发的时候对应的指示灯的 io。

 举例 设置数据指示 IO（数据口 1，PA5）

关于模拟量的函数

模拟量简介



 使用单片机自带的模拟量采集功能，精度 12 位，使用电源电压作为基准电压。模拟量

采集数值范围 0-4095.

 注意事项，因为使用电源电压作为参考基准，模拟量的实际精度取决于电源电压的精度。

使能模拟量 IO(参数 1)
 举例：使能模拟量 IO(1)，使能第一路模拟量输入。不同的模拟量对应不同的 io。

 参数 1：指定模拟量的序号，取值 1-16，可以是变量或者表达式。

 模拟量输入与对应的 io 的对应关系如下：

 模拟量输入 1 PA0

 模拟量输入 2 PA1

 模拟量输入 3 PA2

 模拟量输入 4 PA3

 模拟量输入 5 PA4

 模拟量输入 6 PA5

 模拟量输入 7 PA6

 模拟量输入 8 PA7

 模拟量输入 9 PB0

 模拟量输入 10 PB1

 模拟量输入 11 PC0

 模拟量输入 12 PC1

 模拟量输入 13 PC2

 模拟量输入 14 PC3

 模拟量输入 15 PC4

 模拟量输入 16 PC5

模拟量的使用

输入条件:类型选择第一个：等式/不等式/逻辑判断，关键字为模拟量输入：

比如：模拟量输入 1>500 模拟量输入[变量 1]>500,中括号里可以是表达式。

输出结果：类型选择第一个：数据运算。关键字为模拟量输入，

比如：变量 1=模拟量输入 1

另外，模拟量输入支持中括号运算，比如，模拟量输入[变量 1].模拟量输入[1]等同于模拟量

输入 1

关于 IIC 的函数

IIC简介

默认可以定义 10 个 iic 总线，根据固件不同，数量有可能不同，每个 iic 单独工作，单独的

io 引脚。

注意事项，设置为 iic 的 io 引脚要有大概 1-2k 的上拉电阻,根据器件说明选定。

IIC设置 IO(参数 1，参数 2，参数 3)
模式：

IIC 设置 IO(IICX，SCL 引脚，SDA 引脚)

举例：



IIC 设置 IO(IIC1, PA0, PA1)

设置单片机的引脚 PA0, PA1作为 IIC1 接口使用。

参数 1 代表第几个 iic 总线，参数 2 代表 SCL 引脚，参数 3 代表 SDA 引脚。

IIC开始(参数 1)
占用 IIC 总线

参数 1，可以是 IIC1,IIC2……IIC10，默认系统含有 10 个独立的 IIC 总线，根据不同的固件版

本号，数量有可能不同。

IIC结束(参数 1)
释放 IIC 总线

参数 1，可以是 IIC1,IIC2……IIC10，默认系统含有 10 个独立的 IIC 总线，根据不同的固件版

本号，数量有可能不同。

IIC写入多字节(参数 1, 参数 2)
举例：IIC 写入多字节(IIC1, {D0 00})

参数 1：指认 IIC 的序号

参数 2：要写入的数组，可以是数组或者表达式

函数返回，返回 ack 响应的数量.

IIC读取多字节(参数 1, 参数 2，参数 3可以有可以没有)
举例：IIC 读取多字节(IIC1, 3) IIC1 接口读取三个字节，其中前两个发送 ack 响应，最后一个

发送无 ack 响应。

参数 1：指认 IIC 的序号

参数 2：读取的字节数。

参数 3：可以有，如果没有或者参数 3 为 0，前面的字节发送 ack 响应，最后一个字节发送

无响应。如果参数 3=1，统一发送无响应，如果参数 3=2 统一发送有响应。

IIC写入字节(参数 1，参数 2)
举例：IIC 写入字节(IIC1, 0x12)

参数 1：指认 IIC 的序号

参数 2：要写入的数据，可以是变量或者表达式

函数返回从器件的 ack响应，有 ack 响应，返回 1。无 ack 响应，返回 0.

IIC读取字节(参数 1，参数 2可以有可以没有)
举例：IIC 读取字节(IIC1)

参数 1：指认 IIC 的序号

参数 2：=0 或者没有，发送无 ack 响应。=1 发送 ack相应

函数返回读取的字节值

IIC写入变量(参数 1，参数 2，参数 3)
举例：IIC 写入变量(IIC1, 变量 1，10)

参数 1：指认 IIC 的序号

参数 2：要写入的变量的表达式，可以是变量或者表达式



参数 3：要写入的变量的位数，可以是变量或者表达式

函数返回从器件的 ack响应，有 ack 响应，返回 1。无 ack 响应，返回 0.

IIC 写入变量(IIC1, 100，8) 等同于 IIC 写入字节(IIC1, 100)。

因为实际情况有可能写入不是 8 的倍数的位，所以引入此函数，可以写入 1-32 的位

IIC读取变量(参数 1，参数 2，参数 3 可以有可以没有)
举例：IIC 读取变量(IIC1,10)

参数 1：指认 IIC 的序号

参数 2：要读取的位数，可以是变量或者表达式

参数 3：=0 或者没有，发送无 ack 响应。=1 发送 ack相应

函数返回读取的变量值

因为实际情况有可能读取不是 8 的倍数的位，所以引入此函数，可以读取 1-32 的位

IIC标准写(参数 1，参数 2，……)
举例：IIC 标准写(IIC1,{01 02 33 44})

参数 1：指认 IIC 的序号

参数 2,3，…：要写入的内容，数组格式

动作顺序：iic开始，写入参数 2 并获取 ack，iic 结束，iic 开始，写入参数 3…，iic 结束，iic

开始…………，直到写入完最后一个参数。参数的个数不受限制，但是所有的参数字节数不

能达到ｃｐｕ最大处理字节数。

函数返回：获取的 ack个数

说明：每写入一个数组，都有单独的开始和结束信号，如果写入两个数组，顺序为：开始 写

入 结束 开始 写入 结束。以此类推。每一个需要写入的数组都有单独的开始和结束信号。

IIC标准读(参数 1，参数 2，…,参数 n-1，参数 n)
举例：IIC 标准读(IIC1,{01 02}，{03 04}，5)

举例的动作顺序：iic 开始，写入数组{01 02}，iic 重新开始，写入数组{03 04}，iic 读取 5 个

字节，iic 结束。

参数 1：指认 IIC 的序号。

参数 2,3，n-1：需要预先写入的内容，数组格式

参数 n:需要读取的字节数

动作顺序：iic 开始，写入参数 2，iic 重新开始，写入参数 3，……，iic重新开始，写入参数

n-1，iic读取参数 n 所代表的字节数。

函数返回：获取的 ack个数

说明：每写入一个数组，都有单独的开始信号。

关于 SPI 的函数

SPI简介

默认可以定义 10 个 SPI 总线，根据固件不同，数量有可能不同，每个 SPI 单独工作，单独的

io 引脚。

SPI设置 IO(参数 1，参数 2，参数 3，参数 4，参数 5)
模式：



SPI 设置 IO(SPIX，cs 引脚，sck 引脚，dout 引脚，din 引脚)

举例：

SPI 设置 IO(SPI1, PA0, PA1, PA2, PA3)

设置单片机的引脚 PA0, PA1, PA2, PA3 作为 SPI1 接口使用。

参数 1 代表第几个 SPI 总线，参数 2 代表 CS 引脚，参数 3 代表 SCK 引脚，参数 4 代表 DOUT

引脚，参数 5 代表 DIN 引脚。

SPI设置时钟空闲电平(参数 1，参数 2)
举例：SPI 设置时钟空闲电平( SPI1，1)

说明：设置 SPI1 空闲的时候电平时高电平。

参数 1，可以是 SPI1,SPI2……SPI10，默认系统含有 10 个独立的 SPI 总线，根据不同的固件

版本号，数量有可能不同。

参数 2：0 代表空闲时为低电平，1 代表空闲时为高电平。上电默认为 0 即低电平.

SPI开始(参数 1)
占用 SPI 总线

参数 1，可以是 SPI1,SPI2……SPI10，默认系统含有 10 个独立的 SPI 总线，根据不同的固件

版本号，数量有可能不同。

函数返回 0.

SPI结束(参数 1)
释放 SPI 总线

参数 1，可以是 SPI1,SPI2……SPI10，默认系统含有 10 个独立的 SPI 总线，根据不同的固件

版本号，数量有可能不同。

函数返回 0.

SPI写入多字节(参数 1, 参数 2)
举例：SPI 写入多字节(SPI1, {D0 00})

参数 1：指认 SPI 的序号

参数 2：要写入的数组，可以是数组或者表达式

函数返回 0.

SPI读取多字节(参数 1, 参数 2)
举例：SPI 读取多字节(SPI1, 3) SPI1 接口读取三个字节。

参数 1：指认 SPI 的序号

参数 2：读取的字节数。

函数返回读取的结果。

SPI写入字节(参数 1，参数 2)
举例：SPI 写入字节(SPI1, 0x12)

参数 1：指认 SPI 的序号

参数 2：要写入的数据，可以是变量或者表达式

函数返回 0。

SPI读取字节(参数 1)



举例：SPI 读取字节(SPI1)

参数 1：指认 SPI 的序号

函数返回读取的字节值.

SPI写入变量(参数 1，参数 2，参数 3)
举例：SPI 写入变量(SPI1, 变量 1，10)

参数 1：指认 SPI 的序号

参数 2：要写入的变量，可以是变量或者表达式

参数 3：要写入的变量的位数，可以是变量或者表达式

函数返回 0.

SPI 写入变量(SPI1, 100，8) 等同于 SPI 写入字节(SPI1, 100)。

因为实际情况有可能写入不是 8 的倍数的位，所以引入此函数，可以写入 1-32 个位

SPI读取变量(参数 1，参数 2)
举例：SPI 读取变量(SPI1,10)

参数 1：指认 SPI 的序号

参数 2：要读取的位数，可以是变量或者表达式

函数返回读取的变量值

因为实际情况有可能读取不是 8 的倍数的位，所以引入此函数，可以读取 1-32 个位

SPI标准写(参数 1，参数 2，……)
举例：SPI 标准写(SPI1,{01 02 33 44})

参数 1：指认 SPI 的序号

参数 2,3，…：要写入的内容，数组格式

动作顺序：SPI开始，写入参数 2，SPI结束，SPI开始，写入参数 3…，SPI结束，SPI开始…………，

直到写入完最后一个参数。参数的个数不受限制，但是所有的参数字节数不能达到ｃｐｕ最

大处理字节数。

函数返回：获取的 ack个数

说明：每写入一个数组，都有单独的开始和结束信号，如果写入两个数组，顺序为：开始 写

入 结束 开始 写入 结束。以此类推。每一个需要写入的数组都有单独的开始和结束信号。

特点，提高写入速度。

SPI标准读(参数 1，参数 2，…,参数 n-1，参数 n)
举例：SPI 标准读(SPI1,{01 02}，5)

举例的动作顺序：SPI 开始，写入数组{01 02}，，SPI 读取 5 个字节，SPI 结束。

举例：SPI 标准读(SPI1,{01 02}，{03 04}，5)

举例的动作顺序：SPI 开始，写入数组{01 02}，SPI 结束，SPI 开始，写入数组{03 04}，SPI 读

取 5 个字节，SPI 结束。

参数 1：指认 SPI 的序号。

参数 2,3，n-2：需要预先写入的内容，数组格式，有开始和结束信号，单独执行写入操作。

参数 n-1:有开始信号，临近读取的最后一个数组写入，有开始信号，没有结束信号。

参数 n:需要读取的字节数，有结束信号

动作顺序：SPI 开始，写入参数 2，SPI 结束，SPI 开始，写入参数 3，SPI 结束，……，SPI

开始，写入参数 n-1，SPI 读取参数 n 所代表的字节数，SPI 结束。



函数返回：读取出来的数组。

关于脉冲输出的函数

脉冲输出对应上位机版本号为 34.4或更高

使能脉冲输出(参数 1, 参数 2,……)
函数功能：使能对应的脉冲输出，脉冲输出在使用之前需要使能。

举例：使能脉冲输出(脉冲输出 1，脉冲输出 2)

特殊说明(电路板开发者)：脉冲输出 1 引脚对应为 PB8 脉冲输出 2 引脚对应为 PA11 脉冲输

出 3 引脚对应为 PA1 脉冲输出 4 引脚对应为 PB0

设置脉冲输出频率(参数 1, 参数 2)
函数功能，设置指定的频率

举例说明：设置脉冲输出频率(脉冲输出 1，1000)，设定脉冲输出 1 的频率为 1K 赫兹

设置脉冲输出周期(参数 1, 参数 2)
函数功能，设置指定的周期

举例说明：设置脉冲输出周期(脉冲输出 1，1)，设定脉冲输出 1 的周期为 1 毫秒

设置脉冲输出占空百分比(参数 1, 参数 2)
函数功能，设置指定的占空比 百分数模式

举例说明：设置脉冲输出占空百分比(脉冲输出 1，50)，设定脉冲输出 1 的占空比为百分之

五十。

设置脉冲输出占空千分比(参数 1, 参数 2)
函数功能，设置指定的占空比 千分数模式

举例说明：设置脉冲输出占空千分比(脉冲输出 1，50)，设定脉冲输出 1 的占空比为千分之

五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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