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使用USB实现HT66FB5x0与HT68FB5x0从User Code跳转Bootloader Code 

使用 USB 实现 HT66FB5x0 与 HT68FB5x0
从 User Code 跳转 Bootloader Code 

文件编码：AN0321S 

简介
HOLTEK 最新 USB Flash MCU 系列 HT66FB5x0 与 HT68FB5x0 均支持 Boot loader 功能。 

由此应用范例可由 User Code 跳转 Boot loader Code 搭配 AP 进行 Flash ROM 更新。 

本文以 HT66FB550 MCU 为例，介绍如何使用 USB 来实现 MCU 由 User Code 跳转到 

Bootloader Code 的功能。 

工作原理

HT66FB5x0与 HT68FB5x0系列MCU支持 ISP Bootloader功能用于 Flash ROM的程序更新。

为了方便用户更新程序，HOLTEK 提供了一个程序库，用户将此程序库添加到工程，在程

序中判断到符合更新程序的条件 (在本文中将通过 PC 端的 AP 下达 set feature report 命令)

时，调用程序库 Enabled_BootLoader v1.3.lib 提供的子程序来 Enable BootLoader，再重新插

拔以重启 MCU 进入 BootLoader，MCU 通过 USB 接口连到 PC，USB 枚举成功，用户此时

便可使用 HOLTEK 提供的 I3000.exe 或自行开发的此类 AP 与 Bootloader Code 通信，并将

新程序传送给 Bootloader Code，完成用户程序更新。 

具体的步骤如下：

1. 创建一个专案，在 Project Settings 中勾选“with Bootloader”，并选择“Start at User mode”

或“Start at ISP mode”(在此范例程序，请选择“Start at User mode”)。在 Linker Options

的Libraries中添加从 user code使能 bootloader code的程序库Enabled_BootLoader v1.3.lib，

此程序库可从本文附件程序中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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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编写、编译程序，在需要跳转到 bootloader code 的地方，调用程序库提供的 ENABLE_BL

子程序。详见后面的 S/W。 

3. 使用V3.08或者以上版本的HOPE3000 (有带Bootloader功能，安装目录下有misc文件夹)，

将专案的 MTP 文件通过烧录器 e-WriterPro 烧入到 HT66FB550 中。 

4. HT66FB550 配合外围电路，包含 USB 通信接口，上电正常工作。 

5. 当需要烧录新的程序到 HT66FB550 中时，如由 PC 端 AP 下达跳转到 bootloader code 命

令成功后，将 MCU 重新上电或复位(重新插拔 USB)，可使 MCU 从 user code 跳转到

bootloader code。 

6. HT66FB550 通过 USB 接口连接到 PC，在 PC 上执行 I3000.exe，当 I3000.exe 上显示 USB 

Connect、Download Mode 打钩时，便可以通过 I3000.exe 将新程序的 MTP 文件烧录到

HT66FB550 中，无需使用烧录器。 

注：若无步骤 5，此时 HT66FB550 中的程序又刚好执行到 user code，便会与 I3000.exe

连不上。 

7. 程序烧录成功后，在 I3000.exe 上点击右侧的“MCU Start”按钮，设置 MCU 开始执行模

式的操作，默认是“MCU starts at the bootloader”，在此范例程序，请选择“Start at User 

mode”，然后按“OK”按钮。当系统提示：“the machine needs to be rebooted!”时，选择

“switch to user program”按钮。 

 

8. 设置成功后，关掉 I3000.exe，重新插拔 USB 线，HT66FB550 便可从更新后的程序开始

执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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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电路图 

 

应用电路主要由 USB 通信接口、复位电路、MCU 等电路组成。 

USB 接口电路主要是提供整个应用电路的电源。USB 信号线上的电阻电容主要是为了信号

线的阻抗匹配，以减少干扰，提高通信的可靠性，减少 USB 数据传输过程中出现 Data Error

的概率。USB 主机提供的电源通过 Bead 以提供一个干净的电源供系统使用。而若需要用

e-Writer 对芯片进行烧录时，则需将 USB 连接线移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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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 

上位机应用软件：ToBootloader.exe 

 

使用说明 

本文以该软件为例，介绍通过 USB 下达命令到 device 来实现从 user code 到 bootloader code

的跳转。通过 USB 接口将 HT66FB550 接到 PC，打开 ToBootloader 应用软件后，输入 user 

code 里设置的 VID、PID 及声明的 feature report 的 UsagePage、Usage。按 RUN，如果 VID、

PID 匹配，便会提示找到设备，若填入的 UsagePage、Usage 与程序声明的一致，便会提示

找到 feature report，并进行从 user code 到 bootloader code 的跳转。设置成功后，重新插拔

USB 线，使程序从 bootloader code 开始，之后便可连上 I3000.exe 烧录新程序。 

 

注：需在上一次烧录模式选择从user code开始执行，若选择从bootloader code开始执行，此时

只能找到VID：04D9，PID：8022。 

当提示：“Device can't be found！”表示无法找到与填入 AP 的 VID、PID 相对应的设备，可

能 VID、PID 不匹配或者未成功枚举(可看下设备管理器是否有正常显示设备)。 

当提示：“Feature report can't be found!”表示程序未声明 feature report 或者声明的 feature 

report 的 UsagePage、Usage 与填入 AP 的值不一致。 

当提示：“Failed to set feature report!”表示 PC 通过 set feature report 请求，发送 device 从 user 

code 跳转到 bootloader code 的命令失败，可能下位机没有返回握手包 (0 封包) 或

返回了 stall，导致发送数据到 device 失败。 

当提示：“Failed to get feature report!”表示 PC 已成功发送了命令，但通过 get feature report

请求，没有接收到 device 返回的“设置是否成功”的数据。 

当提示：“Failed to jump to the bootloader code!”表示 PC 已成功接收到了数据，但从 user 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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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转到 bootloader code 失败。 

下位机程序说明 

ootloader 来向 device 下命令，需在 report descriptor 中声明 2~8 bytes 若使用本范例的 ToB

feature report，ReportID 不限。 

 

当通过 ToBootloader 找到设备，并下命令(按 RUN)时，PC 会发送 set report (feature) 请求，

Enabled_BootLoader_V1.2.lib 用到 4 bytes 变量 temp1 ~ temp4， 1 bit flag 

程序范例 
Compiler:                  Holtek C Compiler V3.10 

           

中的子程序和标志的声明如下： 

在数据阶段会根据 report descriptor 设置的 feature report count (至少声明 2 字节) 发送数据

(0x06、0x01……) 给 device；设备成功接收后，可判断第一、二字节是否为 0x06、0x01 (假

设 ReportID 为 0)，若是则调用程序库 Enabled_BootLoader V1.3.lib 提供的 ENABLE_BL 子

程序。 

程序库

B_ENABLE_BL_OK flag。其中标志 B_ENABLE_BL_OK 用于表示变更至 ISP mode 成功或

失败。B_ENABLE_BL_OK 为 1 则表示变更成功，否则变更失败。若变更成功，可通过紧

接着 PC 发送的 get report (feature) 请求返回数据，一、二字节分别要为 0x06、0x01 (假设

ReportID 为 0)，若变更失败，可返回 0x00、0x00 或其它值。(具体可参考附件里的程序)。 

configuration option: 
HIRC  High Freq.OSC:  

Low Freq.OSC:  LIRC 
eFsub clock sourc : LIRC 

LVR:             Disable
;other option select by user. 

程序中对调用程序库

asm ("extern ENABLE_BL:near");             

asm("extern B_ENABLE_BL_OK : bit"); 

程序其它代码及说明：见附件。 

程序代码及说明：见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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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本应用范例以HT66FB550为主控MCU进行测试，介绍如何使用PC上的AP “ToBootloader”

通过 USB 的 set feature report 下达命令和 get feature report 返回设置的状态来实现由 User 

Code 跳转 Bootloader code 的功能。在程序跳转到 Bootloader code 后，再通过 I3000.exe 进

行相关设置，重新选择程序从 ISP mode 或 user mode 开始执行。 

附件 
Source Code 文件及 ToBootloader 应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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