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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X81 3L在单片机系统中的典型应用 

董作霖，王建玲 
(河南机电高等专科学校 电子信息工程系，河南 新乡453002) 

摘要：在详细介绍电源电压监测芯片~tX813L的性能特点的基础上，从简到繁结合实例分析其在单片机系统中 

的多个典型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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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片机系统经常用于各种各样工作现场，在工作现场中 

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干扰源，给系统的运行带来很多问题，使系 

。统无法正常运行，甚至产生误操作，造成严重的事故．干扰按 

其来源通常可分为两种： 

第一、由电压电源引起的干扰：在应用现场，单片机系统 

通常由市电供电．市 电网络 的干扰 因素很多 I如减幅振荡 、瞬 

时断电及停电等都会经电源窜入瞬变干扰，引起误动作．实践 

经验表明，在单片机系统因外部干扰而引起的故障中，80％以 

上是因电源干扰产生的．因此，对电源 电压进行监测并采取相 

应的措施对系统的正常运行非常必要． 

第二、由电源以外原因引起的干扰：主要是传输信道的干 

扰，如杂散电磁场通过感应和辐射进入信道的干扰，由于地阻 

抗耦合、漏电流等因素产生的干扰等．此类干扰同样可以引起 

系统程序跑飞或死机等故障．除了从硬件方面加强抗干扰措 

施以外，使跑飞的程序重新进入正常运行也是很重要的． 

除了上述干扰源问题，单片机系统还有正常情况下的上 

电、手动复位等要求．blAXS13L就是专门用来实现电源电压检 

测的芯片，它不仅能对 +5V电源 电压检测 ，还可 以对其他 电 

源电压(如 12V，一5v)实现检测，另外他内部还具有看门狗定 

时电路，用于单片机系统十分方便． 

1 MJ 813L的引脚图 

blAX813L是 MAXIM公司推出的低成本微处理器监控芯 

片，其 DIP亨I脚如图1所示： 

IIIR IWD0 

Vcc RESET 

GND WDI 

PFI PF0 

图 1 

／MR：人工复位输入端 ． 

Vcc：+5V电源． 

GND：电源地． 

Plq：电源故障监测输入端． 

PFO：电源故障输出端 ． 

WDI：看门狗检测输入端． 

m跚 ’：复位信号输出端． 

／WDO：看门狗输出． 

2 MJ 813L的几种典型应用电路 

2．1 简单应用典型电路 

电路如图 2所示 ，／MR和 WDO经过一个二极管连接起 

来，WDI接单片机的 PI．0脚，RESET接单片机的复位输入脚 

RESET．该电路的主要功能有： 

MR RST 

W D O W D I 

PFI PF0 

SET 

． O 

图 2 

1)系统正常上电复位：电源上电时，当电源电压超过复位 

门限电压4．65V，RESET端输出200MS的复位信号，使系统复 

位． ’ 

2)对+5v电源进行监视：当+5v电源正常时，RESET为 

低电平，单片机正常运行；当电源电压降到+4．65V以下时， 

RESET输出高电平，对单片机进行复位． 

3)看门狗定时器被清零，／WDO维持高电平；当程序跑飞 

或死机时，CPU不能在 1．6s内给出“喂狗”信号，WDO跳变为 

低电平，由于／，̂m 端有一个内部 250MA的上拉电流，D导通 -／ 

MR获得有效低电平，RESET端输出复位脉冲，单片机复位，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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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狗定时器清零，／WDO又恢复成高电平．总之，在该应用电 

路中，仅外接一个二极管，芯片即可完成以上三个功能．在系 

统对抗干扰要求不太高的情况下，这种电路就可以满足需要． 

另外，在调试中将 D断开，就可以不考虑“喂狗”信号． 

2．2 带电源切换的典型应用电路 

电路如图3所示，／MR经过一个复位按钮接地，其他电源 

电压 VI经过R1和陀 分压接到 P 引脚上，PFO经过驱动器 

接固态继电器的地端 ． 

图 3 

该应用电路中增加 以下功能 ： 。 

1)手动复位：按下复位按钮保持足够长时间并释放，就可 

使单片机有效复位． 

2)对其他电源电压进行监视，并在需要时切换备用电源： 

PFI的门限电压是 1．25V，若分压结果使 V <1．25V，则 PFO 

端呈现低电平 ．适当选择 R1和 陀 的分压比，当 Vx一旦下降 

到阈值电压以下，PFO就从高电平跳变到低电平，触发后备电 

源切换电路，以切换电源 ． 

以上两种典型应用功能有所不同，但从软件设计方面来 

看是相同的，即只需要在主程序中不到 1．6S的间隔给出一次 

喂狗信号，就能够保证系统正常运行时不会有 RESET信号输 

出．用 C51编程如下 ： 

void watchdog() 

{PI'O=一PI"0；} 

void ) 

{while(1) 

{⋯⋯⋯⋯⋯；Watchdog()；⋯⋯·；·}I 

2．3 由程序对不同原 因引起 的复位做 出相应处理的典型应 

用 

应用 电路 如图 4所示 ，PFO的输 出接单片机的 INT1，／ 

WDO输出端的信号经过锁存器输入到单片机的P1 1． 

图 4 

本应用中主要增加功能： 

1)当发生 Vx电源故障，PFO端输出低电平，向CPU发出 

中断请求 ，CPU执行中断服务程序 ，进行电源故障报警 ，或抛 

弃错误数据或做部分初始化，也可进行程序断点地址的保护， 

准备停机退出． 

2)当由于干扰源干扰(低电平脉冲)使系统发生复位，／ 

WDO端为低电平，若属于上电或手动正常复位，则／咖 为高 

电平，该电平值通过锁存器锁存并由cPU读出，以判断是正常 

复位还是由于干扰引起的复位，以便采取不同的对策．， 

本电路作为单片机系统非正常停机程序断点地址的保 

护和运行十分方便．它可以在发生电源故障时(停电、干扰、非 

正常关机等)，由中断服务程序中进行工作程序运行断点地址 

的保护，在系统复位后，判断复位 的性质，若为干扰复位，则 

程序从上次工作断点处执行，以保证工作程序的连续性 、可靠 

性 ． 

3 总结 

总之 ，MAX813L降低了在微处理系统中实现电源监控功 

能的电路的复杂度，减少了元器件数量，相对于分立的 Ic或 

元件来讲充分提高了系统的可靠性和精确度．根据系统的实 

际需要选择其所提供的各种功能，应用灵活方便． 

(责任编辑 王 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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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application of M AX813L in M CU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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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n the base of int~ lucing the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s of MAX813L，from simpleness to complexity，it an— 

alyzes examples of several typical appHcation in MCU syste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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