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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rochip是8位单片机领域的市场领导者，产品包括PIC®和AVR®单片机，提供易于

使用的开发工具和完整的技术文档，其遍布全球的销售和分销网络为您提供后设计

支持。

组合优势

PIC和AVR这两个MCU品牌代表了嵌入式设计领域的两种主流架构。Microchip在开发

商用和经济高效型8位MCU方面拥有45年的丰富经验，凭借在8位产品领域的雄厚底

蕴和创新历史，Microchip成为客户的首选供应商。

我们的客户极力追求让我们日常进行互动的设备更智能、更高效，并且人人可用。这

种激情引领着我们开发相应的产品和工具，让客户能够更容易解决设计问题，并且适

应未来的需求。我们当前的PIC和AVR MCU产品系列是8位嵌入式领域创新的巅峰，采

用最新技术增强系统性能，同时降低能耗和缩短开发时间。

无法撼动的领导地位

Microchip的8位PIC和AVR MCU不仅是业界规模最大的产品组合，还有超过1,200款

MCU在对现代嵌入式设计人员至关重要的领域中提供了出类拔萃的灵活性和性能。

这些器件拥有独特丰富的外设，让您能够在硬件中自主执行应用功能，它们还可通过

图形编程环境和基于云的工具进行配置，以帮助缩短开发时间。

了解更多
8位PIC®和AVR® MCU开发的历史里程碑

融合历史悠久的PIC®
和AVR®

系列MCU

PIC®和AVR® MCU
任您选择

PIC® MCU

AVR MCU

1985 1990 1999 2010 2013
AVR® CPU
研发成功

推出第一颗
AVR MCU

交付第5亿颗
AVR CPU

推出AVR MCU
事件系统

已交付70多亿颗
AVR MCU

1985
PIC CPU
研发成功

1990
Microchip
推出第一颗MCU

1999
交付第10亿颗
PIC MCU

2010
推出集成独立于
内核外设的PIC MCU

2013
已交付120多亿颗
PIC MCU

2016
8位MCU双剑合璧

http://www.microchip.com.hk/marcom//Microsolutions%20CN/30010131A%20-%20A4_lowre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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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rochip 8位MCU的独特优势

Microchip 8位MCU设计理念
■ 功能实现 - 不同思维方式

Microchip专注于满足客户的设计要求，而不是MIPS、

MHz或存储器容量。各种外设组合在一起，实现更加复

杂的功能，而在传统的MCU思维中，每个MCU都有指定

的功能。

■ 独立于内核或内部总线

我们设计了更多独立于内核的外设(CIP)，它们可提供零

中断延迟、实时性能、更低功耗、简易配置、更高可靠

性、较低成本/风险。外设可以组合在一起，实现新功

能，这种方法可以更加智能地执行大多数任务。通过事

件系统，外设可以高效相互协作，而无需CPU或内部总

线介入。这样可以达到最低的功耗和良好的实时性能。

■ 实时性能

有了CIP和事件系统，功能不再受到代码执行速度的影响，

不使用MCU即可同时使能多种功能，功耗也得以降低。

■ 实现灵活性的新方法

可配置外设能够构建自定义功能，例如PPS和CCL。

➢ CCL – 可配置自定义逻辑

可配置自定义逻辑(CCL)是一种可编程的逻辑外设，能够

连接到器件引脚、事件或其他内部外设。CCL能够充当器

件外设和外部器件之间的“胶合逻辑”。CCL能够消除对

外部逻辑元件的需求，还通过组合独立于内核的外设来

处理应用中的时间关键型部分，不依赖CPU，从而帮助

设计人员克服实时限制。

CCL外设有一对查找表(LUT)。每个LUT包括三个输入、真

值表、滤波器/边缘检测器。每个LUT可以生成输出，作

为用户可编程逻辑表达式，有三个输入。输入可以单独

屏蔽。

输出可通过组合方式从输入生成，可以进行滤波以消除

尖峰。可以使能可选的顺序模块。顺序模块的输入可由

两个独立的相邻LUT(LUT0/LUT1)输出单独控制，从而生

成复杂的波形。

特性

● 适用于通用PCB设计的胶合逻辑

● 最多两个可编程查找表LUT[1:0]

● 组合逻辑函数：任何逻辑表达式，最多三个输入的函

数。

● 顺序逻辑函数：

 门控D触发器、JK触发器、门控D锁存器、RS锁存器

● 灵活的查找表输入选择：

 – I/O

 – 事件

 – 后续LUT输出

 – 内部外设

● 模拟比较器

● 定时器/计数器

● USART

● SPI

● 由系统时钟或其他外设提供时钟

● 输出可以连接到IO引脚或事件系统

● 可选的同步器、滤波器或边缘检测器可在每个LUT输

出上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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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LC – 可配置逻辑单元

自定义组合和顺序逻辑

特性

● 组合逻辑函数

 – AND/OR/XOR/NOT/NAND/NOR/XNOR

● 状态函数/时钟

 – D和JK触发器、D和SR锁存器

● 带有运行时间控制的可定制逻辑

● 最多32个外部或内部输入源

● 输出到外部引脚或内部外设

● 通过Microchip代码配置器(MCC)进行配置

优势

● 增加片内互连

● 减少元件数和占用的电路板面积

● 快速事件响应

● 独立于内核运行

● 在低功耗休眠状态下运行

独立于内核的外设和事件系统概述
独立于内核的外设旨在不利用代码或CPU监控来处理其任务，

维持运行。因此，它们简化了复杂控制系统的实现，并为设计

人员提供了灵活性以便进行创新。

事件系统允许外设进行智能决策并直接将数据传递给其他外

设。专用布线网络用于传输数据，它是完全独立于CPU的。此

网络能够减轻CPU的负载，可在休眠模式下使用。在提高系统

性能的同时，还能降低功耗。此外，它具有100%确定性，完

全适合实时应用。

Microchip 8位MCU的独特优势

■ 事件系统

■ 外设间通信

事件系统支持外设直接进行通信，而无需CPU介入。它是完全

独立于传统数据路径(例如总线)的布线网络。外设级上可以有

不同触发器，导致各种事件，例如将数据传输到另一个外设。

这个过程无需使用CPU和系统总线。

➢ 无延迟的事件处理

此系统无延迟，它的固定响应时间是2个周期。因此，除了通

过降低CPU负载来减少功耗，从而带来节能和效率优势之外，

它还能够更好地提供安全故障保护和实时系统。它为很多应用

带来了性能提升、实时特征或更低的功耗，这些优势让产品从

竞争中脱颖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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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rochip 8位MCU的独特优势

➢ 差异性

事件系统具有2个周期的确定性响应时间。它没有任何

抖动，具有可预测性，非常适合实时应用。任何事件都

不会丢失，它们在外设级进行处理。对于功率受限的应

用，处理数据或操作的传统方式是通过使用中断。中断

会唤醒CPU，请求数据传输、操作或计算。例如，假定

您采用PWM技术驱动电机。您希望电机保持稳速运行。

您可以定时细微调节PWM周期，以确保电机在相同的

RPM下运行。中断将定时唤醒CPU，CPU必须从ADC获取

当前速度，并将其与偏移量进行比较，然后调节PWM周

期，随后CPU才能恢复休眠状态。事件系统实现了这个

过程的自动化；RTC事件可以唤醒ADC并请求转换。ADC

将事件发送至模拟比较器，请求对当前速度和设定阈值

进行比较。随后，模拟比较器向PWM发送操作，以增大

或减小周期。在这整个实现过程中，完全无需使用CPU

和内部总线。

■ 外设触摸控制器 (PTC)

PTC通过测量传感器上的电容变化来处理电容触摸传感。

当人触摸时，电容将发生变化，因为人体是导电的。传

感器直接安装在电路板上，没有机械元件。由于没有机

械元件，因此出现损坏的机率要小得多。除此之外，

电子元件还得到保护，免受潮湿和液体的影响。外设触

摸控制器可对此进行补偿，并且构建经久耐用的稳健系

统。

集成式电容触摸模块可进行信号采集和数据处理。它与

其他任何单片机外设一样进行接口，当然也是完全集成

的，正如与事件系统集成那样。PTC是高度可配置的，能

够针对很多用户界面应用，在不同配置下设置按钮、滑

块和滚轮。这些器件采用了驱动屏蔽创新解决方案，以

改进在嘈杂和潮湿环境中的鲁棒性、防潮性和用户友好

性。这些传感器能够自动校准以确保在一定温度范围内

以及整个电压范围内实现零漂移。这意味着可以解决随

着时间推移及机械或电气特征变化而发生的漂移问题。

后期处理和通道管理在系统级别上真正得到优化，CPU

利用率非常低，真正充分利用了PTC。

■ 具有计算功能的模数转换器 (ADC2)

具有独立于内核的计算功能的10位ADC：

➢ 消除传统ADC应用中的典型常见软件例程

	 ○	硬件采集定时器

	 ○	重复和持续采样

	 ○	自动转换触发器

➢ 新的计算模式实现模拟信号的常见计算自动化：

	 ○	平均和低通滤波器功能

	 ○	窗口和参考阈值比较

➢ 硬件功能简化电容传感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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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rochip 8位MCU的独特优势

■  24 位信号测量定时器 (SMT)

信号测量定时器(SMT)是一种24位计数器，具有高级时钟

和门控逻辑，它可以进行配置，以测量各种数字信号参

数，例如脉冲宽度、频率和占空比，以及两个信号的边

缘之间的时间差。

特性

➢ 精确测量任何数字信号

 ○	周期、脉冲宽度、频率、持续时间、占空比和飞行

时间等

➢ 高分辨率24位信号测量

➢ 提供相对定时测量

➢ 多个中断源

 ○	(1)周期匹配、测量周期、脉冲宽度

 ○	(2) 数据采集中断

➢ 灵活的输入源

➢ 可用作通用24位定时器

➢ 可用作自定义数字协议译码

优势

➢ 减小代码大小

➢ 更快地响应不断变化的输入

➢ 独立于内核运行

➢ 在低功耗休眠状态下运行

■ 循环冗余校验(CRC/扫描)

CRC/扫描外设提供程序/DATA存储器的自动化CRC多项

式生成和验证，以测量非易失性存储器完整性。它还可

以配置为提供16位CRC，用于存储器和通信数据。

特性

➢ 通用2位至16位CRC

 ○	用于存储器和通信数据

➢ 自动CRC校验和，运行后台扫描

 ○	程序存储器

 ○	DataEE存储器

➢ 计算通信数据的CRC校验和

➢ 可配置多项式(所有标准CRC实现)

➢ 在校验和不匹配时检测到破坏

➢ 所有存储器扫描操作都通过软件控制

优势

➢ 提高代码和数据完整性

➢ 软件可配置，方便更新和修改

➢ 简化安全标准(例如Class B、UL等)的实施

➢ 独立于内核运行

➢ 在低功耗休眠状态下运行

 

■ 唯一 ID(UID)

Microchip器件还具有唯一序列号，可用于标识部件。

此序列号包括制造过程中标记的唯一批量标识、晶圆编

号、实际裸片的X-Y坐标。此编号是真正唯一的，可用作

标识或序列号。

■ 窗口看门狗定时器 (WWDT)

另外，它采用的是窗口看门狗。也就是说，您可在整个

超时周期内定义一个时隙或窗口，看门狗必须在此期间

内复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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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更多

新器件简介

PIC18F“K40”系列单片机
PIC18F“K40”系列为PIC18产品线引入了受欢迎的独

立于内核的外设(CIP)，秉承了我们在8位MCU产品领域

锐意创新的悠久传统。这些成本优化的MCU包括十款器

件，存储大小从16至128 KB不等，封装选项覆盖28至

64引脚。它们非常适合很多应用和市场领域，包括触摸

传感、工业控制、汽车、家电和物联网(IoT)。这些器件

包括一整套独立于内核的外设(CRC/存储器扫描、窗口

看门狗定时器和硬件限制定时器)，适用于安全关键型应

用，还包括多达7个硬件PWM和多个通信接口。另外，

PIC18F“K40”系列还提供了智能模拟外设，包括过零

检测(ZCD)、片内比较器，以及具有计算功能的模数转换

器(ADC2)。

数周而非数月设计时间

独立于内核的外设将通常需要的系统功能集成到灵活的

片内硬件模块中。这样不仅会增加PIC18F“K40”系列

的吞吐量和CPU带宽，还能显著降低这些功能架构所需

的软件设计工作量。例如，ADC2是智能的模数转换器，

它可以加快传感器接口应用(例如电容触摸传感)所需的

数据采集和信号分析功能。ADC2能够独立于CPU处理各

种信号分析功能，包括平均、滤波、过采样和自动阈值

比较。为了进一步缩短您产品上市时间，我们设计了

PIC18F“K40”系列，可与MPLAB®代码配置器(MCC)无

缝集成，提供现代化的嵌入式开发体验。MCC是免费的

软件插件，可将MCU、开发硬件和屡获奖项的IDE无缝组

合在一起。它让您只需点击几次鼠标，即可轻松为众多

8位PIC®单片机生成可修改的并可用于生产的应用程序代

码。要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www.microchip.com/MCC。

主要特性

■  64 MHz内部振荡器

■ 多达128 KB的闪存程序存储器

■ 多达3.6K的SRAM和1K的EEPROM
■ 窗口看门狗定时器(WWDT)
■ 外设引脚选择(PPS)
■  10位ADC2(具有计算功能的ADC)，最多47个通道

■ 两个比较器

■ 过零检测(ZCD)
■ 片内温度指示器

■ 数据信号调制器(DSM)
■  5位数模转换器(DAC)
■ 具有补码生成功能的10位PWM
■  EUSART、SPI和I2C

使用 Curiosity 进行开发

Curiosity开发板是经济高效、

完全集成的MCU开发平台，

面向初级用户和制造商，以

及寻找功能丰富的快速原型

板的客户。Curiosity经过完全重新设计，旨在充分利用

Microchip的MPLAB® X和MPLAB Xpress开发环境，它包

括集成的编程器/调试器，无需其他硬件即可启动。

Curiosity高引脚数(HPC)开发板(DM164136)支持PIC18F 

“K40”系列，以及其他一些引脚数为28-40的支持低压

编程(LVP)的8位PIC MCU。

http://www.microchip.com/MCC
http://www.microchip.com.hk/marcom//Microsolutions%20CN/30010134A%20-%20A4_lowre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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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器件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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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更多

ATtiny817、ATtiny816、ATtiny814及
ATtiny417
Microchip为了彰显其支持AVR®系列8位单片机(MCU)后续

产品的承诺，推出了最新的tinyAVR®系列产品。这些产品

是新一代AVR MCU的首款产品。

这些器件具有多种新特性，包括独立于内核的外设、外

设触摸控制器(PTC)和外设事件系统。

这些器件也是START支持的首批8位器件，START是一款

直观的用于嵌入式项目的在线图形化配置工具，帮助您

为器件配置驱动程序和软件。

tinyAVR器件提供了微型化、处理能力、模拟性能和系统

级集成的完美组合。tinyAVR MCU是AVR系列中最紧凑、

功能最丰富的器件。

典型应用
■ 一般用途
■ 白色家电
■ 控制
■ 汽车

开发工具

tiny817 Xplained-Mini评估工具包(ATtiny817-XMINI)
tiny817 Xplained Mini评估工具包是用于

评估ATtiny817、ATtiny816、ATtiny814和
ATtiny417 tinyAVR单片机的硬件平台。该评

估工具包随附一个完全集成的调试器，可与

Studio无缝集成。

特性
■  8位AVR MCU，硬件乘法运算速度可达20 MHz
■ 全电压范围内自编程
■ 内部振荡器：±2%(0至70°C范围内)
■ 内部VREF提供多种电平
■ 定时器/计数器：1 个16位GP(3通道)、
  1个16位捕捉定时器，1个12位PWM
■  16位RTC
■  1个UART，1个SPI，1个I2C
■  12通道ADC，10位，115 ksps
■ 模拟比较器：1个高速
■ 自定义逻辑/CRC扫描
■  PTC带有驱动护罩、自电容和互电容
■  12–22个I/O
■ 封装：24引脚QFN 4 × 4，20引脚QFN 3 × 3，
  20引脚SOIC300，14引脚SOIC150
■ 工作电压范围：1.8–5.5V
■ 温度范围：−40°C至105°C，−40°C至125°C

ATtiny817 Xplained Pro评估工具包
(ATtiny817-XPRO)

 ATtiny817 Xplained Pro评估工具

包是评估最新tinyAVR®单片机的

硬件平台。该评估工具包随附一

个完全集成的调试器，可与Atmel 

Studio无缝集成，支持电源调试和扩展板。

ATtiny817 Xplained Pro评估工具包不包括扩展板，需单

独购买。ATtiny817 Xplained Pro目前支持20多种扩展板 

— 包括有线和无线连接、加密身份验证、QTouch®电容

式触摸工具包以及通用的I/O和OLED板。

电路框图

http://www.microchip.com.hk/marcom//Microsolutions%20CN/30010133A%20-%20A4_lowre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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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生态系统

Microchip Technology为PIC®和AVR® MCU提供了两种同类最佳的工具链。这

些单独的专用开发生态系统将有助于简化您未来的设计，从原型到生产。

Microchip提供易于使用的软件和硬件开发资源，以加快您未来的基于PIC 

MCU或AVR MCU的设计。

有关8位PIC和AVR MCU开发工具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www.microchip.com/8bit。

直观的图形化

配置工具

免费IDE和编译器

简化的开发环境

开发板

MPLAB® Xpress
评估板

(DM164140)

Xplained Nano
(ATTINY-XNANO)

Explorer 8
开发板

(DM160228)

Xplained mini
(ATMEGA168PB-XMINI)
(ATMEGA328PB-XMINI)

PICDEMTM Lab II
开发平台

(DM163046)

STK600
开发板

(ATSTK600)

8位curiosity
开发板

(DM164137)

Xplained Pro
(ATMEGA324PB-XPRO)

PIC®工具链接

XC8编译器 https://www.microchip.com/mplab/compilers

MPLAB代码配置器 https://www.microchip.com/mplab/mplab-code-configurator

Xpress Cloud https://www.microchip.com/mplab/mplab-xpress

Curiosity开发板 http://www.microchip.com/promo/curiosity

Xpress评估板 http://www.microchip.com/developmenttools/productdetails.aspx?partno=dm164140

(另见DS30010119A)

AVR®工具链接

通用 http://www.atmel.com/design-support/software-tools/default.aspx

Studio 7概述 http://www.atmel.com/tools/ATMELSTUDIO.aspx

START(GUI) http://start.atmel.com/

数据可视化工具 http://www.atmel.com/tools/data-visualizer.aspx

tiny817 Xplained PRO http://www.atmel.com/tools/attiny817-xpro.aspx?tab=related

tiny817 Xplained MINI http://www.atmel.com/tools/attiny817-xmini.aspx

功耗调试器 http://www.atmel.com/tools/atpowerdebugger.aspx

社区

AVR Freaks http://www.avrfreaks.net/

Xpress论坛 http://www.microchip.com/forums/f509.aspx

Xpress代码示例 https://mplabxpress.microchip.com/mplabcloud/example

https://www.microchip.com/mplab/compilers
https://www.microchip.com/mplab/mplab-code-configurator
https://www.microchip.com/mplab/mplab-xpress
http://www.microchip.com/promo/curiosity
http://www.microchip.com/developmenttools/productdetails.aspx?partno=dm164140
http://www.atmel.com/design-support/software-tools/default.aspx
http://www.atmel.com/tools/ATMELSTUDIO.aspx
http://start.atmel.com/
http://www.atmel.com/tools/data-visualizer.aspx
http://www.atmel.com/tools/attiny817-xpro.aspx?tab=related
http://www.atmel.com/tools/attiny817-xmini.aspx
http://www.atmel.com/tools/atpowerdebugger.aspx
http://www.avrfreaks.net/
http://www.microchip.com/forums/f509.aspx
https://mplabxpress.microchip.com/mplabcloud/example
http://www.microchip.com/8b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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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PLAB®代码配置器
直观的代码开发工具，适用于8位、16位和32位PIC®单片机

总结

MPLAB®代码配置器(MCC)是免费的图形化编辑环境，能

够生成无缝而易于理解的C代码，插入到您的项目中。它

提供直观的界面，实现和配置适用于您的应用的丰富外

设和功能。它集成到MPLAB X集成开发环境(IDE)中，以

提供功能强大和易于使用的开发平台。

该代码配置器支持8位、16位和32位PIC® MCU，可用于

加快您未来的设计。它让您能够通过几个简单步骤生成

可用于众多8位PIC®单片机的可修改的用于生产的应用程

序代码。

直观界面实现快速启动开发

使用MCC，您只需点击几次鼠标，即可生成外设驱动代

码。您可以节省阅读产品数据手册的时间，更快速地开

发应用。简单用户界面可帮助配置适用于您的应用的丰

富外设、引脚映射、软件库和高级别功能。

加快可用于生产的代码的生成

MCC提供了生产就绪代码库，可插入您的PIC®单片机项

目中，从而帮助您更快地开发应用。您可充分利用经过

验证的可靠代码库，也可将自己的库添加到MCC中，以

实现简单的集成和配置。

免费图形化编程环境

MCC工具是免费插件，在免费MPLAB X IDE内部运行。请

在www.microchip.com/mcc下载最新版本的MCC，或者

通过MPLAB X IDE工具菜单直接安装插件。MCC还集成到

基于云的MPLAB Xpress IDE中，让用户通过任何一台连

接互联网的计算机，都可进行团队协作。

无缝迁移

随着市场趋势不断演进，您的应用需求通常随之增加，单

片机的变化也不可避免。MCC支持8位、16位和32位PIC 

MCU。使用MCC，您可在MCU之间迁移，而只产生最小的

重新配置开销，且只需对应用固件进行细微更改。

客户评价

不要只看我们的产品介绍。下面是我们客户的评价：

“它正是我们加快新电路板开发所需的工具。”

–Saul Ollenides，General Electric

“我在不足30分钟时间内让五个外设投入运行，这是我第

一次使用该工具。我手动配置了寄存器，可以确信无疑地

说，该程序至少为我节省了90%的项目启动时间。”

–Craig Beiferman，电气/软件工程师，Universal Laser 

Systems

“它的使用非常简单。您可以通过图形化方式查看要达到的

目的，然后决定如何进行设置，它能显示出所有细节。”

–Kevin Rochford，资深首席工程师，Autoliv

“我们一直使用MCC。过去需要查阅数据手册花费几天

完成的工作，我们现在两小时内就能完成。”

–Patrick Marcus，总裁，Marcus Engineering

“设置非常简单。”

–Vincent D’Alessandro，资深设计工程师，Embedded 

Design Works

MPLAB® Code Configurator
Intuitive Code Development Tool for 8-, 16- and 32-bit PIC® Microcontrollers

Summary
MPLAB® Code Configurator 
(MCC) is a free graphical 
programming environment that 
generates seamless, easy-
to-understand C code that 
is inserted into your project. 
Offering an intuitive interface, 
it enables and configures a 
rich set of peripherals and functions specific to your 
application. It is incorporated into MPLAB X Integrated 
Development Environment (IDE) to provide a powerful and 
easy-to-use development platform.

Supporting 8-, 16- and 32-bit PIC® MCUs, MCC can be used 
to jumpstart your next design. It allows you to generate 
easily modifiable, production-ready application code for our 
broad portfolio of PIC MCUs in a few easy steps.

Intuitive Interface for Quick-Start Development
With MCC, your peripheral driver code generation is just 
a few mouse clicks away. Spend less time reading the 
product data sheet and start developing your application 
faster. The easy user interface helps you configure a rich 
set of peripherals, pin mapping, software libraries and 
high-level functions specific to your application.

Accelerate Generation of Production-Ready Code
MCC helps you develop your application faster with its 
production-ready code libraries that can be inserted into 
your PIC® microcontroller project. Take advantage of robust 
and proven code libraries or add your own libraries into 
MCC for easy integration and configuration.

Free Graphical Programming Environment
The MCC tool is a free plug-in that is run within the 
free MPLAB X IDE. Download the latest version of 
MCC at www.microchip.com/mcc or install the plug-in 
directly through the MPLAB X IDE tools menu. MCC 
is also incorporated into the cloud-based MPLAB 
Xpress IDE, enabling team collaboration from any 
internet-connected computer.

Seamless Migration
As market trends keep evolving, your application 
requirements often increase and the need to change 
microcontrollers becomes unavoidable. MCC includes 
support for 8-, 16- and 32- bit PIC MCUs. Using MCC you 
can migrate between MCUs with minimal reconfiguration 
overhead and minor changes to your application firmware.

Customer Testimonials
Don’t just take our word for it. Here is what our customers 
have to say:

“It was the tool I was looking for to speed up development 
with new boards.”

–Saul Ollenides, General Electric

“I had five peripherals running in less than 30 minutes 
and this was the very first time I used this tool. I have 
configured registers by hand and I can safely say this 
program saves at least 90% of project startup time.”

–Craig Beiferman, Electrical/Software Engineer, Universal 
Laser Systems

“It was quite easy. You could graphically see what you 
wanted to do and then go in and decide how you wanted 
to set things up and it took care of all the details.”

–Kevin Rochford, Senior Principal Engineer, Autoliv

“We use the MCC all the time. It allowed us to do in 
two hours what took several days of digging through 
datasheets in the past.”

–Patrick Marcus, President, Marcus Engineering

“Setup was a breeze.”

–Vincent D’Alessandro, Senior Design Engineer, Embedded 
Design Works

开发生态系统

http://www.microchip.com/m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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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PLAB 代码配置器如何为您提供帮助？
缩短开发周期和产品上市时间

过去，在开始开发新器件时，通常需要阅读冗长的数据

手册或产品手册，了解外设配置和器件设计，掌握有关

软件库的详细知识。MCC可通过图形化方式显示您选

定器件的相关信息，从而简化这个过程。它是一体化工

具，有助于用户显著缩短开发时间。

加快硬件开发

许多PIC MCU的外设引脚选择(PPS)功能可实现灵活的

引脚映射或配置，而无需在硬件代码中寻找解决方法。

MCC提供了简单的用户界面，用于实现智能引脚映射，

让您能够直观地为引脚分配外设功能。如果两个或更多

外设分配到同一个引脚，您还可以收到报警。简单的引

脚映射简化了硬件开发，MCC让设置变得更加快捷。

安心开发

使用MCC来自动配置软件库，可以配置相关器件配置和

外设。MCC工具可确保器件和外设配置应用特定软件

库，从而降低无意出错的风险。MCC利用可用于生产的

代码库，帮助您更快速地开发应用。您既可充分利用经

过验证的可靠代码库，也可将自己的库添加到MCC中。

在概念化的同时生成代码

要理解复杂的寄存器设计，并为应用中的外设设置正确

的配置，可能需要花费几小时。借助MCC中的“简易设

置”功能，您无需了解寄存器级别的配置详细信息。您

可以基于自己的特性需求，通过图形化方式配置外设。

如果您是一名经验丰富的开发人员，习惯于在寄存器级

别上进行开发工作，则“简易设置”功能将供您直观地

检查在寄存器视图中添加的设置。

The Microchip name and logo, the Microchip logo, MPLAB and PIC are registered trademarks and PICDEM is a trademark of Microchip Technology Incorporated in the U.S.A. and other countries. mTouch is 
a registered trademark of Microchip Technology Incorporated in the U.S.A. All other trademarks mentioned herein are property of their respective companies. © 2016, Microchip Technology Incorporated. All 
Rights Reserved. Printed in the U.S.A. 10/16
DS50002250C

Visit our web site for additional product information and to locate your local sales office.

Microchip Technology Inc. • 2355 W. Chandler Blvd. • Chandler, AZ 85224-6199

www.microchip.com/MCC

How Can MPLAB Code Confi gurator Help You?

Generate Code while Conceptualizing
It can take hours to understand complex register settings 
and setting the right configuration for peripherals in your 
application. With the ‘Easy Setup’ feature in MCC, you 
don’t need to study the register level configuration details. 
You can graphically configure the peripherals based on 
your feature requirements. If you are an experienced 
developer and used to working at a register level, the 
“Easy Setup” feature will give you visual confirmation of 
the settings added at a register view.

Shorten Development Cycle and Time to Market
Getting started with a new device family used to require 
reading lengthy datasheets or manuals, understanding 
peripheral configurations and device settings and detailed 
knowledge of software libraries. MCC simplifies this 
by graphically displaying the relevant information for 
your selected device. It’s an all-in-one tool that helps 
significantly reduce your development time. 

Accelerate your Hardware Development
The Peripheral Pin Select (PPS) feature on many PIC MCUs 
allows for flexible pin mapping or configuration without 
workarounds in the application code. MCC provides a simple 
user interface for implementing Intelligent pin mapping 
where you can visually assign peripheral functions to pins. 
You also receive an alert when two or more peripherals are 
assigned to the same pin. Easy pin mapping simplifies your 
hardware development and MCC makes it faster to set-up.

Develop with Confi dence
Using MCC to configure a software library automatically 
configures the related device configuration and peripherals. 
The MCC tool reduces risk of unintended errors by ensuring 
device and peripheral configurations for specific libraries. 
MCC helps you develop applications faster with production-
ready code libraries. Take advantage of our proven code 
libraries or add your own libraries into MCC.

Features and Benefi ts
Features Highlights Benefi ts

Integrated Confi guration Tool
   ■ Device and peripheral confi guration
   ■ Software library confi guration
   ■ High-level function management

Generate your code in no time and add it to 
your project from within the tool.

Modular Architecture
   ■ Modular distribution
   ■ Version handling

Choose your peripherals and libraries to 
customize your project.

Integrated Software Libraries
   ■ Bootloader generator
   ■ Communication stacks: LIN, TCP/IP Lite, USB
   ■ mTouch® Technology

MCC-supported software libraries can be 
added directly into your project.

Flexible Pin Management
   ■ Peripheral Pin Select (PPS) assignment
   ■ Pin confl ict alerts

Assign peripheral functions to your choice 
of pins.

Easy Confi guration
   ■ “Easy Setup” interface
   ■ “Registers” interface for advanced users

Scalable to support both novices and 
experts.

Integrated Development Board 
Support

   ■ Curiosity Development Boards
   ■ Explorer Development Boards
   ■ PICDEM™ Lab II Development Board

Use MCC and load the necessary drivers 
on selecting the board for quick and easy 
hardware setup.

了解更多

特性 要点 优势

集成配置工具
■ 器件和外设配置
■ 软件库配置
■ 高级功能管理

快速生成代码，并在工具内部将代码添加到您的项目中

模块化架构
■ 模块化分发
■ 版本处理

选择您的外设和库，以便自定义您的项目。

集成软件库
■ 自举程序生成器
■ 通信协议栈：LIN，TCP/IP Lite和USB
■ mTouch®技术

支持MCC的软件库可以直接添加到您的项目中。

灵活的引脚管理
■ 外设引脚选择(PPS)分配
■ 引脚冲突报警

将外设功能分配到您选择的引脚。

简易配置
■ “简易设置” 界面
■ 适合高级用户的“寄存器”界面

可扩展以同时支持入门级用户和专家。

集成开发板支持
■ Curiosity开发板
■ Explorer开发板
■ PICDEMTM Lab II开发板

使用MCC并在选择板时加载必要的驱动程序，实现快速简易
的硬件设置。

开发生态系统

特性和优势 

http://www.microchip.com.hk/marcom//Microsolutions%20CN/50002250C%20-%20A4_lowre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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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mel START、Software Content 和 IDE
Atmel START是一款基于Web的软件配置工具，适用于

不同的软件框架，帮助您开始进行MCU开发。无论是从

新项目还是示例项目启动，Atmel START都让您能够选

择和配置软件组件(从ASF4和AVR8代码)，例如驱动程序

和中间件，通过实用的优化方式，量身定制您的嵌入式

应用。一旦完成优化软件配置，您即可下载生成的代码

项目，并在您选择的IDE(包括Studio 7、IAR Embedded 

Workbench、Keil uVision)中打开项目，或者只是生成编

译(make)文件。

Atmel START让您能够：

● 在根据软件和硬件要求来选择MCU方面获得帮助

● 为您的电路板查找和开发示例

● 配置驱动程序、中间件和示例项目

● 在设置有效PINMUX布局方面获得帮助

● 配置系统时钟设置

ASF是“Atmel软件框架”的缩写，它提供一系列经过验

证的驱动程序和代码模块，由专家开发，旨在缩短客户

设计时间。它可以简化单片机的使用，通过驱动程序和

高价值中间件，提供硬件抽象层。ASF是免费的开源代码

库，可用于评估、原型、设计和生产阶段。

ASF4是第四代ASF，它对整个框架进行了完全重新设计

和实现，旨在减小内存占用量和提升代码性能，更好地

与Atmel START的Web用户界面集成。ASF4必须与Atmel 

START配合使用，后者取代了ASF2和ASF3的ASF向导。

AVR8 Code是AVR8 MCU的简单固件框架。该框架在代码

大小和速度方面经过优化，以实现代码的简易性和可读

性。AVR8 Code必须与Atmel START配合使用。

IDE(集成开发环境)用于开发应用(或进一步开发示例应

用)，它基于软件组件，例如驱动程序和中间件，从Atmel 

START进行配置和导出。

开发生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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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mel Studio 7 - 易于使用，功能空前强大

Studio 7是开发和调试所有AVR应用程序的首选IDP。它

提供了无缝和易用的环境，可编写、构建和调试用C/

C++或汇编代码编写的应用程序。

Atmel Studio 7的新特性

Atmel Studio 7经过更新，使用2015版本的Visual Studio 

Shell，不仅优化了集成开发环境(IDE)的外观，而且增强

了运行大型项目的性能。经过改进的帮助系统可以将文

档更好地集成到在线和离线帮助系统中。开始页面经过

改进，始终显示用于创建设计的器件的最新相关信息。

Atmel Studio免费提供更新的Visual Assist插件，为编辑

器带来多处改进，可提升工作效率。

低功耗应用设计变得更容易

配合功耗调试器或受支持的Xplained-PRO使用时，Data 

Visualizer插件现在能够采集和显示应用的运行时功率数

据。您现在可以了解应用的功耗概况，这是标准调试会

话的一部分。

 

从制造商到市场 — 实现无缝迁移至生产就绪工具

Atmel Studio 7具有一键导入功能，可无缝导入在Arduino

开发环境中创建的项目。草图(包括引用的库)将作为C++

项目导入Studio 7。导入后，您可以充分利用Studio 7的

所有功能，对设计进行微调和调试。

 点击按钮获得特定器件帮助

Atmel Studio 7中的帮助系统已经扩展，可支持在线和

离线访问，这意味着连线时可以随时获取最新文档，且

在移动状态下仍可访问。编辑器添加了器件识别情景敏

感性和IO视图，允许从器件数据手册查找特定寄存器信

息，无需退出编辑器。AVR-Libc文档进一步增强了情景敏

感性帮助系统，让查询函数定义变得更容易。

开发生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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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

AVR Insights第1集：
AVR存储器

更近距离了解：
MPLAB®代码配置器

Atmel START概述
带有计算外设的模数
转换器(ADCC)

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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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PLAB® Xpress IDE简介

主办方：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Y1MzMxNjAzNg==.html?f=49280292&o=1&spm=a2h1n.8251843.playList.5~1!2~3~A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Y1MzMwNTcxMg==.html?f=49280292&o=1&spm=a2h1n.8251843.playList.5!2~1!2~3~A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Y1MzM5NjgxMg==.html?f=49280292&o=1&spm=a2h1n.8251843.playList.5!3~1!2~3~A
http://start.atmel.com/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Y1MzM3ODg4NA==.html?f=49280292&o=1&spm=a2h1n.8251843.playList.5!4~1!2~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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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方：

应用笔记 网上研讨会
AN1450 - 延时模块 / 去抖动器

AN1817 - 在 B 类应用中结合使用硬件或软件 CRC 与增强型内核 PIC16F1XXX

AN1921 - Microchip TCP/IP 精简协议栈

AN2045 - 串行 EEPROM 与 8 位 PIC® 单片机的接口设计

AN2059 - LIN 基础知识和 8 位 PIC® 单片机上实现的 MCC LIN 协议栈库

TB3118 - 互补波形发生器技术简介

TB3122 - PIC® 单片机上的硬件限制定时器

TB3123 - PIC® 单片机的窗口看门狗定时器

TB3126 - PIC16(L)F183XX 数据信号调制器 (DSM) 技术简介

TB3128 - 8 位单片机上的 CRC 和存储器扫描

TB3130 - 8 位单片机中的外设引脚选择

TB3138 - 过零检测模块技术简介

TB3144 - 8 位 PIC® 单片机的打盹、空闲和 PMD 功能

TB3145 - 在程序开发时编程闪存

TB3146 - 具有计算功能的模数转换器技术简介

TB3151 - 使用外设引脚选择 (PPS) 扩展 8 位数字通信技术简介

Atmel AVR42777：使用结合 DAC 和 ATtiny817 的数字音频录音器

Atmel AVR42778：在 ATtiny817 上使用可配置自定义逻辑的独立于内核的无刷直流风扇控制

Atmel AVR42779：采用 ATtiny817 的独立于内核的超声波距离测量

Atmel AVR42780：采用 ATtiny817 和 SD 卡的温度记录器

Atmel AVR42781：采用 ATtiny417/814/816/817 着手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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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

ATtiny817/ATtiny816/ATtiny814/
ATtiny417产品介绍

主办方：

http://www.microchip.com/wwwAppNotes/AppNotes.aspx?appnote=en559138
http://www.microchip.com/wwwAppNotes/AppNotes.aspx?appnote=en572087
http://www.microchip.com//wwwAppNotes/AppNotes.aspx?appnote=en573940
http://www.microchip.com//wwwAppNotes/AppNotes.aspx?appnote=en584773
http://www.microchip.com//wwwAppNotes/AppNotes.aspx?appnote=en585355
http://www.microchip.com//wwwAppNotes/AppNotes.aspx?appnote=en572539
http://www.microchip.com//wwwAppNotes/AppNotes.aspx?appnote=en573037
http://www.microchip.com//wwwAppNotes/AppNotes.aspx?appnote=en573006
http://www.microchip.com//wwwAppNotes/AppNotes.aspx?appnote=en573098
http://www.microchip.com//wwwAppNotes/AppNotes.aspx?appnote=en573120
http://www.microchip.com//wwwAppNotes/AppNotes.aspx?appnote=en573295
http://www.microchip.com//wwwAppNotes/AppNotes.aspx?appnote=en574232
http://www.microchip.com//wwwAppNotes/AppNotes.aspx?appnote=en576848
http://www.microchip.com//wwwAppNotes/AppNotes.aspx?appnote=en584764
http://www.microchip.com//wwwAppNotes/AppNotes.aspx?appnote=en584645
http://www.microchip.com//wwwAppNotes/AppNotes.aspx?appnote=en585780
http://www.atmel.com/Images/Atmel-42777-Digital-Sound-Recorder-using-DAC-with-ATtiny817_ApplicationNote_AVR42777.pdf
http://www.atmel.com/Images/Atmel-42778-Core-Independent-Brushless-DCFan-Control-Using-Configurable-Custom-Logic-on-ATtiny817_ApplicationNote_AVR42778.pdf
http://www.atmel.com/Images/Atmel-42779-Core-Independent-Ultrasonic-Distance-Measurement-with-ATtiny817_ApplicationNote_AVR42779.pdf
http://www.atmel.com/Images/Atmel-42780-Temperature-Logger-with-ATtiny817-and-SD-Card_ApplicationNote_AVR42780.pdf
http://www.atmel.com/Images/Atmel-42781-Getting-Started-With-ATtiny417-814-816-817_ApplicationNote_AVR42781.pdf
http://www.eet-china.com/webinar/Microchip_201702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