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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MAXQ固定用途ROM
中提供的函数
在应用程序代码中使用速查表是使用微控制器的通用编程技术。由于MAXQ内核的单周期特

征，应用软件无法直接读取代码空间，因此无法直接访问应用程序代码中定义的任何表。为

了解决这个问题，所有的MAXQ固定用途ROM中都包含一些子程序，用来访问存储在程序

空间中的数据与表。除了这些核心函数，每个MAXQ衍生产品的ROM中都具有专门用于这

部分的子程序。由于这些函数可能位于ROM中的任何位置，而且在不同的ROM修订本中位

置可能不同，因此开发了标准的技术专门用来访问这些子程序。这样就允许为一个版本的

ROM编写的代码，可以用于随后的所有修订本，而无需重新编写或编译代码。

对MAXQ处理器所有的衍生产品，固定用途ROM中都有一张表，包含它所支持的每个函数

的地址。这张表的位置可能随器件不同而变化，所以指向该表的指针始终存储在地址8000Dh

中。这样，通过检索这张表，就可以得到所支持函数的地址。在特定ROM的所有修订本中，

这张表中的函数始终保持相同的顺序。表1列出了MAXQ2000函数及其在表中的入口地址。

执行一个固定用途ROM中的函数需要四个步骤。第一步，从地址 800Dh中检索函数表的位置。

第二步，加上所需函数的偏移量。第三步，从计算得到的单元中读取固定用途函数的地址。

最后，通过调用表中检索到的位置来执行该函数。以下MAXQ汇编函数以MAXQ2000的

moveDPlinc函数作为一个实例，展示了这四个步骤。

FUNCTION
NUMBER

FUNCTION
NAME

ENTRY POINT
(USERTABLE = ROM[800Dh])

0 Reserved ROM[userTable + 0]

1 Reserved ROM[userTable + 1]

2 Reserved ROM[userTable + 2]

3 moveDP0 ROM[userTable + 3]

4 moveDP0inc ROM[userTable + 4]

5 moveDP0dec ROM[userTable + 5]

6 moveDP1 ROM[userTable + 6]

7 moveDP1inc ROM[userTable + 7]

8 moveDP1dec ROM[userTable + 8]

9 moveFP ROM[userTable + 9]

10 moveFPinc ROM[userTable + 10]

11 moveFPdec ROM[userTable + 11]

12 copyBuffer ROM[userTable + 12]

表1. MAXQ2000固定用途ROM的用户函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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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Function: ReadDataAtDP1

;; Description: This function uses the utility ROM function “moveDP1inc”

;; to read from program memory the data stored at the 

;; address in DP[1].  If DP[1] is in word mode two 

;;   bytes will be read.  If DP[1] is in byte mode only

;;       one byte is read.  DP[1] is then post incremented.

;; Returns: The result is returned in GR.

;; Destroys: ACC and DP[0]

;; Notes: This function assumes that DP[0] is set to word

;; mode and the device has 16-bit accumulators.

;;;;;;;;;;;;;;;;;;;;;;;;;;;;;;;;;;;;;;;;;;;;;;;;;;;;;;;;;;;;;;;;;;;;;;;

ReadDataAtDP1:

move  DP[0], #0800Dh ; This is where the address of the table is stored.

move  ACC, @DP[0] ; Get the location of the function table.

add   #7            ; Add the index to the moveDP1inc function.

move  DP[0], ACC ; Point to where the address of moveDP1 is stored.

move  ACC, @DP[0] ; Retrieve the address of the function.

call  ACC ; Execute the function.

ret

由于一个特定的MAXQ衍生产品的未来 ROM版本可能将固定用途函数存放在不同的位置，

因此使用类似于 ReadDataAtDp1函数的子程序可以确保向前的兼容性。这种兼容性的

“代价”是更大的代码长度与更长的执行时间。在一些情况下，这样的折衷是不能接受的，

需要直接调用固定用途ROM函数。为了直接调用固定用途函数，可以简单地确定所需函数

的位置，并将该位置作为 call的目标。

可以用读取代码空间定义的一个字符串来说明需要使用固定用途函数的一般情况。编程者

可能存储错误字符串、信息字符串，或者甚至是调试字符串，这些字符串将在应用程序执

行期间被显示。以下代码段给出了一种使用上述 ReadDataAtDP1函数的实现方法。

Text:

DB  “Hello World!”,0                ; Define a string in code space.

;;;;;;;;;;;;;;;;;;;;;;;;;;;;;;;;;;;;;;;;;;;;;;;;;;;;;;;;;;;;;;;;;;;;;;;

;; Function: PrintText

;; Description: Prints the string stored at the “Text” label.

;; Returns: N/A

;; Destroys: ACC, DP[1], DP[0], and GR.

;; Notes: This function assumes that DP[0] is set to word mode,

;; DP[1] is in byte mode, and the device has 16-bit

;; accumulators.

;;;;;;;;;;;;;;;;;;;;;;;;;;;;;;;;;;;;;;;;;;;;;;;;;;;;;;;;;;;;;;;;;;;;;;;

PrintText:

move  DP[1], #Text ; Point to the string to display.

move  ACC, DP[1] ; “Text” is a word address and we need a

sla                ; byte address, so shift left 1 bit.

or    #08000h ; Code space is mapped to 8000h when running

move  DP[1], ACC ; from the ROM, so the address must be masked.

PrintText_Loop:

call  ReadDataAtDP1 ; Fetch the byte from code space.

move  ACC, GR

jump  Z, PrintText_Done ; Reached the null terminator.

call  PrintChar      ; Call a routine to output the char in ACC

jump  PrintText_Loop ; Process the next byte.

PrintText_Done:

r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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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固定用途函数为开发者提供了一种简单的方式，用来读取存储在程序存储器中的数据。使用

通用的方式访问固定用途 ROM子程序，还可以使开发者编写的代码在特定MAXQ处理器的

所有衍生产品中使用。程序库经过一次构建，可以再次使用，不必担心将来的ROM版本会不

兼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