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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前言
编写目的
本文档描述 GMF03x 系列芯片的使用限制场景。
阅读本文档时，可参考《GMF03x 用户手册》与《GMF03x 数据手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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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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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芯片使用限制描述
使用 GMF03x 系列芯片的 RTC、DEBUG、SPI 及 EXTI 外设模块时存在一定的限制条件。
下面章节将详细描述这些限制条件及其规避方案。

1.1 RTC
1.1.1 非 Bypass 方式下（RTC_CTL 寄存器的 BYP=0）两断点时间间隔小于 1s 时，
RTC 的影子寄存器更新异常
•

描述

在 Debug 模式下，设置 RTC 计时暂停（DBG_FRZ0 寄存器的 RTCSTP=1），然后使用非 Bypass 方式（RTC_CTL
寄存器的 BYP=0）读取日历，且两次断点时间间隔小于 1s 时，RTC 影子寄存器（RTC_SS 寄存器、RTC_TIME
寄存器和 RTC_DATE 寄存器）的值可能存在不更新的情况。
•

规避方案

使用 Bypass 方式（RTC_CTL 寄存器的 BYP=1）读取 RTC 的 RTC_SS 寄存器、RTC_TIME 寄存器和 RTC_DATE 寄
存器。

1.2 DEBUG
1.2.1 Debug 模式下，芯片退出 Standby 模式后，断点配置信息丢失
•

描述

在 Debug 模式下，当芯片退出 Standby 模式后，断点单元会自动复位。所以即使在使能 Standby 调试功能
（DBG_CTL 寄存器的 STB=1）的情况下，断点配置信息也会丢失。
•

规避方案

芯片退出 Standby 模式后手动添加断点。

1.3 SPI
1.3.1 MCU 作为 SPI 主设备，在 TI 协议单接收模式下（SPI_CTL0 寄存器的
SDUPDIR=1），当前数据帧接收完成后，进行禁能 SPI 操作（SPI_CTL0 寄存器的
SPIEN = 0），主设备可能会多发送一个异常时钟，导致后续帧传输错位
•

描述

MCU 作为 SPI 主设备，在 TI 协议单接收模式下（SPI_CTL0 寄存器的 SDUPDIR=1）
，当前数据帧接收完成后，
立即执行禁能 SPI 操作（SPI_CTL0 寄存器的 SPIEN = 0），主设备可能会多发出一个异常时钟。该过程中主设
备会接收一个 bit 数据，从而使从设备进入下一帧数据的发送状态。这将导致主设备在接收下一帧数据时，
从设备数据传输出现异常。
•

规避方案

版权所有 © 2020 深圳市汇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

GMF03x 勘误手册

方案 1：MCU 作为 SPI 主设备，在 TI 协议下，配置为全双工模式（SPI_CTL0 寄存器的 HFDUPEN=0）
。
方案 2：完成一次数据传输后，启动下一次数据传输前，复位从设备 SPI 模块。

1.4 EXTI
1.4.1 在 NVIC 中使能 I2C 中断，EXTI 中禁能 I2C 中断请求（EXTI_INTMSK 寄存器
的 INTMSK23=0）的情况下，若 MCU 通过 WFI 方式进入 Stop 模式，MCU 将被异
常唤醒
•

描述

在 NVIC 中使能 I2C 中断，EXTI 中禁能 I2C 中断请求（EXTI_INTMSK 寄存器的 INTMSK23=0）的情况下，MCU
通过 WFI 方式进入 Stop 模式，当 I2C 模块接收到匹配地址时，I2C 将产生一个地址匹配中断，从而使 MCU
被唤醒。
•

规避方案

在 MCU 通过 WFI 方式进入 Stop 模式前，禁能 MCU 从 Stop 模式唤醒（I2C_CTL0 寄存器的 WAKEUPEN=0），
从而关闭 I2C 地址匹配唤醒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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