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PIC18F到PIC24F的移植和性能增强指南
简介

本文档讨论了PIC18F和PIC24F架构的特性，重点说明
了各种外设的差异和相似之处，并介绍了从PIC18F移
植到PIC24F时需要考虑的因素。此外，PIC18F架构还
有许多更新，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增加了直接存储器访
问（Direct Memory Access，DMA）。本文档说明了
旧款PIC18F器件（不支持DMA）与新款PIC18F器件
（支持DMA）之间的差异以及二者与PIC24F器件的差
异（适用时）。 

CPU内核

尽管PIC24F架构明显不同于PIC18F架构，但仍可将
PIC24F MCU视为PIC18F器件的自然延伸。本文档将有
助于在从一个系列切换到另一个系列时减小移植难度。
大多数变化（例如数据位宽、指令字大小、指令时钟方
案以及堆栈和内核寄存器）主要影响基于汇编的程序。
此外，还添加了其他硬件特性来增强处理性能。表1总
结了相应的变化。

表1： CPU内核特性比较

移植注意事项

从PIC18F移植到PIC24F时，首要的考虑因素是PIC24F
内核使用FOSC/2作为其指令时钟，而PIC18F器件则使
用FOSC/4指令时钟。这能够在相同的输入时钟速度下
有效地使指令速率加倍，但也会更改许多利用指令时钟
作为基准的外设所使用的基本时钟。移植时需要考虑这
种频率变化，以确保外设按预期运行。PIC18F器件和

PIC24F器件的CPU之间的大多数其他变化由编译器自
动处理，不会影响用C语言编写的程序。

不支持DMA的PIC18F器件与支持DMA的
PIC18F器件之间的差异

新旧PIC18F器件的内核间存在一些差异，从而使新旧
PIC18F器件到PIC24F器件的移植路径有明显不同。

注： 本移植文档详细介绍了从PIC18F器件到
PIC24F器件的变化。请注意，某些特性可
能无法使用。有关更多详细信息，请参见具
体器件数据手册。可从以下Microchip全球
网站下载器件数据手册和勘误表：
http://www.microchip.com。

特性 所有PIC18F器件 PIC24F器件

指令大小 16位 24位

指令时钟 TCY = FOSC/4 TCY = FOSC/2

工作寄存器 1个（W或WREG） 16个（W0-W15）

STATUS寄存器 1个（STATUS） 2个（STATUS和CORCON）

堆栈 硬件，32级 软件

硬件乘法器 8x8 17x17

硬件除法器 无 使用DIV和REPEAT的硬件辅助除法

移位 /循环移位 单个位，左或右，仅循环移位 桶形移位（最多15位），左或右，
移位或循环移位

程序空间可视性（PSV） 不支持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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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储器映射和程序存储器

PIC18F和PIC24F架构的程序存储空间使用相同的通用
模式。除了明显的宽度差异外，PIC24F器件还在数据
空间中包含了更大的寻址范围和增强的可视性特性。存

储空间的构成和非程序存储器特性的位置也有所不同，
在移植应用时必须考虑在内。PIC18F器件和PIC24F器
件的存储器构成的主要差异如表2所示。

表2： 存储器构成特性比较

移植注意事项

首先要考虑的是程序计数器（Program Counter，PC）
的宽度。PIC18F器件为22位，PIC24F器件为24位。这
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直接写入程序计数器的应用程
序，因为这些器件上的实际程序存储器大小因系列而
异，不能简单认为PIC18F或PIC24F的程序存储空间更
大或更小。其次要考虑的是，如果PIC18F器件不支持
向量中断，则其中断预留空间将远小于同等PIC24F器
件（PIC18F上仅为存储单元00h、08h和18h，PIC24F
器件上为00h至1FFh）。 后要考虑的是，大多数
PIC18F器件均具有对专用引导块的硬件支持（此段具
有单独的写 /代码保护控制），而PIC24F器件则没有。

不支持DMA的PIC18F器件与支持DMA的
PIC18F器件之间的差异

新旧PIC18F器件的程序存储器间存在一些差异，从
而使新旧PIC18F器件到PIC24F器件的移植路径有明显
不同。

特性 不支持DMA的PIC18F 支持DMA的PIC18F PIC24F

构成 16位，可按字节寻址 16位，可按字节寻址 24位，可按字寻址

总可寻址范围 4 MB（22位宽度） 4 MB（22位宽度） 8 MB（24位宽度）

大可用用户程序空间
（上边界地址）

2 MB（1FFFFFh） 2 MB（1FFFFFh） 8 MB（7FFFFFh）

引导块支持 大多数器件 大多数器件 无

中断 /复位 /陷阱向量 00h、08h和18h 00h、08h和18h（传统模式），
由 IVTBASE控制（向量模式）

00h至1FFh

配置字存储单元 300000h至30000Fh 300000h至30FFFFh
（保留整个区域，大多数
器件具有较少的配置字）

在闪存程序存储器 后
实现的存储单元中

器件 ID存储单元 3FFFFEh和3FFFFFh 3FFFFEh和3FFFFFh FF0000h和FF0002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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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存储空间

表3： 数据存储空间特性比较

地址范围和分段

旧PIC18F器件具有12位地址范围的数据存储空间。从
理论上讲，数据空间具有线性范围，可以通过几个
PIC18F指令直接寻址。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数据
空间用作分区空间。由于大多数PIC18F指令只能包含
数据地址的低8位，数据空间实际上分为16个存储区，
每个存储区256字节。确切的存储地址还由存储区选择
寄存器（Bank Select Register，BSR）决定，它包含
地址的高4位。整个数据空间范围为4 KB，其中的部分
或全部空间可以实现为数据RAM。

一些新PIC18F器件具有14位地址范围的数据存储空
间。它们的行为与旧PIC18F器件相似，只是具有 多
64个存储区（每个存储区256字节）和一个6位BSR
（而不是4位BSR）。类似地，这会使整个数据空间的
范围为16 KB而不是4 KB。 

相比之下，PIC24F数据空间实现为单个线性地址范
围。大多数指令可以直接访问范围中前8 KB内的任何
地址，而无需使用存储区选择。整个数据空间范围
为64 KB。其中，只有前32 KB可实现为数据RAM；高
32 KB是用于PSV的虚拟存储空间（见第4页上的“程
序空间可视性（PSV）”）。PIC18F和PIC24F器件的
数据存储器构成的差异如表3所示。 

SFR存储单元

在PIC18F架构中，所有SFR均位于数据存储器的 顶
部（高地址部分）基本连续的块（实际地址取决于具体
器件；如前面所述，新器件具有更大的数据空间范围）
中。在PIC24F架构中，SFR位于存储空间的 低2 KB
（从地址0000h到07FFh）。 

特殊访问区域

由于PIC18F数据空间的有效分区，因此采用某种方法
来快速访问SFR和关键应用程序数据十分必要。方法是
创建称为快速访问RAM的虚拟数据空间存储区，快速
访问RAM包含 低地址存储区的低半部分和 高地址
存储区的高半部分。无论BSR的内容如何，此方案都
可确保SFR空间始终可用。快速访问RAM的使用作为
参数包含在PIC18F汇编语言中，并硬编码到指令的操
作码中。在PIC24F数据空间中，地址0000h和1FFFh
之间的前8 KB数据RAM称为Near数据空间。此空间中
的地址（包括所有SFR）可直接通过所有直接存储器访
问（DMA）指令访问。 

特性 不支持DMA的PIC18F 支持DMA的PIC18F PIC24F

寻址范围（大小） 12位（ 多4,096字节） 14位（ 多16,384字节） 16位（ 多65,536字节）

分区 线性范围，分区寻址；某些指
令的线性寻址

线性范围，分区寻址；某些指
令的线性寻址

线性范围，无分区

特殊访问区域 快速访问RAM（ 低存储区的
底部， 高存储区的顶部）

快速访问RAM（ 低存储区的
底部， 高存储区的顶部）

Near数据空间（底部8k）

SFR存储单元 顶部（高地址部分）前n个
存储区（取决于外设 /SFR的
数量）

顶部（高地址部分）前n个
存储区（取决于外设 /SFR的
数量）

分布在整个Near存储区中

堆栈 硬件，32级深，未映射到存储
空间

硬件，32级深，未映射到存储
空间

软堆栈（从0800h开始），
堆栈结束可由用户配置

数据访问 字节（直接或间接） 字节（直接或间接） 双字、字或字节（均为直接
或间接）

硬件PSV 无 无 有，进入数据空间高半地址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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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空间可视性（PSV）

PIC18F和PIC24F架构允许直接访问以数据形式存储在
程序存储空间中的信息。对于PIC18F，程序存储器中
的数据通过使用TBLRD命令读取到数据空间中，按字进
行访问。对于PIC24F器件，程序存储器也可通过硬件支
持的程序空间可视性（Program Space Visibility，PSV）
来访问。使用时，程序空间的任何32 KB段都能够以只
读方式映射到数据空间的高32 KB区域。PSV使用硬件
寄存器PSVPAG来定义将映射程序存储器的哪一页。
PSV用软件通过PSV位（CORCON）位控制。

程序堆栈

如第1页的“CPU内核”部分所述，PIC18F器件使用
硬件堆栈来管理程序流。堆栈不是存储器映射的并且具
有32级的固定大小，但栈顶（Top-of-Stack，TOS）通
过TOSU/H/L和STKPTR SFR映射。PIC24F架构使用
完全在映射数据空间中实现的堆栈。堆栈从Near数据
空间的0800h开始（刚好超出SFR区域），并使用W15
寄存器作为专用指针向更高的存储器地址递增。堆栈的
大小完全由用户通过SFR寄存器SPLIM定义，此寄存器
用于设置堆栈溢出陷阱的地址。 

数据访问

PIC18F架构只能以字节为单位处理数据。相比之下，
PIC24F数据空间以2字节字为单位进行组织，允许多条
指令以字节、字或双字（32字节）为单位处理数据。
数据类型由与指令一起使用的参数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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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断控制器

PIC24F中断控制器包含旧款PIC18F的一些扩展。另
外，新PIC18F器件增加了“向量中断”特性，添加了
许多增强型用户中断选项。表4汇总了不同器件间的
差异。

表4： 中断控制器特性比较

独特的PIC24F中断特性

• 用户可分配的优先级：用户还可以为每个中断分配
八个优先级之一，这些优先级可用于改写自然优
先级

• 软件分配的内核优先级：用户还可以设置CPU响应
中断时使用的阈值优先级

• 中断嵌套：使用自然优先级和用户分配的优先级允
许嵌套多个中断事件；也可以选择性地禁止此功能

• 硬陷阱和软陷阱：提供 多八个具有高自然优先级
的不可屏蔽硬陷阱来标记潜在的严重事件，例如数
学计算（除以0）、堆栈上溢/下溢、地址或数据对
齐以及振荡器故障

• 按优先级退出节能模式：允许应用程序恢复正常代
码执行或跳转到 ISR，具体取决于中断优先级

不支持的PIC18F特性

PIC24F中断控制器支持不支持DMA的PIC18F器件上的
所有中断特性。具有DMA功能的PIC18F器件具有可重
定位的中断向量表基址，能够比PIC24F中断控制器更
好地控制中断向量表地址，后者只有两个选项可用于中
断向量表地址。

不可屏蔽陷阱

在PIC24F架构中，有四个始终不能禁止的硬件陷阱事
件（使用中断）：

• 地址译码错误
• 振荡器故障
• 堆栈错误
• 数学（溢出）错误

这些错误总是强制立即跳转到特定的中断向量。两个
严重的错误（地址译码和振荡器故障）是硬陷阱；必须
先将它们清除，然后CPU才能继续执行。所有陷阱都
有自己的标志位。除了这些不可屏蔽事件，PIC24F架
构还可在未来进行扩展，以包含 多四个额外的陷阱。
PIC18F架构没有与硬件陷阱等效的陷阱。PIC18F堆栈
错误事件被视为复位。

特性
不支持DMA的

PIC18F 支持DMA的PIC18F PIC24F

可分配中断优先级 高或低 高或低 8级，用户定义

中断延时 3或4个TCY 2个TCY（禁止向量中断）
或3个TCY（允许向量中断）

5个TCY（固定）

按优先级退出休眠和空闲模式 无 无 有

中断嵌套和禁止选项 无 无 有

可通过软件选择内核中断优先级
（Interrupt Priority Level，IPL）

否(1) 否 (1) 是

陷阱向量 无 无 有（4）

独特中断 /陷阱源 无 有，中断向量表
（Interrupt Vector Table，IVT）

有

备用中断向量表（Alternate Interrupt 
Vector Table，AIVT）

无 有，向量表基址可完全重定位 有，两个选择

自然优先级不可屏蔽中断 无 无 有

能够在特定个TCY内禁止中断 否 否 是

注 1： 高优先级中断可中断低优先级中断。

注： 有关陷阱的更多信息，请参见具体器件的
数据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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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名称更改和映射

PIC24F器件的中断位名称采用与PIC18F器件相同的通
用命名法，但存在两个重要的区别。两个系列都保持中
断允许、标志和优先级位通常命名为xxxIE、xxxIF和
xxxIP（其中“xxx”是中断源的助记符）。第一个主要
区别是PIC24F器件的每个中断源存在三个中断优先级
位，而PIC18F器件只有一个中断优先级位。这三个位
（通常命名为xxxIP2至xxxIP0）允许将中断分配给八个
相对优先级之一。另一个区别是中断源的数量。虽然
PIC24F器件的许多中断具有与PIC18F器件相同（或非
常相似）的名称，但也有一些新的中断。其他中断具有
相似的名称，但与其对应的PIC18F中断具有不同的含
义。用户应查阅相应的PIC24F器件数据手册，以获得
中断及其含义的完整列表。

设置和允许中断

下面介绍了在PIC18F器件上设置和允许中断所需的
步骤：

1. 将相应PIRx或 INTCONx寄存器中与外设相关的
中断标志状态位清零。

2. 将相应PIEx或 INTCONx寄存器中与中断源相关
的中断允许控制位置1，以允许中断源。

可选步骤：

1. 通过写入RCON寄存器中的控制位，为中断源选
择用户分配的优先级。使用相应 IPRx寄存器中
的优先级位选择高优先级或低优先级。将 IPEN
位（RCON[7]）置1，允许中断优先级功能。

2. （在新PIC18F器件上）使用MVECEN配置位使
能或禁止中断向量表，并将IVTBASE寄存器配置
为中断向量表的地址。

下面介绍了在PIC24F器件上设置和允许中断所需的
步骤：

1. 如 果 不 需 要 嵌 套 中 断，则 将NSTDIS位
（INTCON1[15]）置1。

2. 将相应IFSx寄存器中与外设相关的中断标志状态
位清零。

3. 将相应IECx寄存器中与中断源相关的中断允许控
制位置1，以允许中断源。

可选步骤：

通过写入相应 IPCx寄存器中的控制位，为中断源选择
用户分配的优先级。优先级将取决于具体的应用和中断
源的类型。如果不需要多个优先级，则可以将所有允许
中断源的 IPCx寄存器控制位编程为相同的非零值。

禁止用户中断

要在PIC18F器件上禁止中断，只需清零GIE位（使用
优先级时为GIEH或GIEL）。

要在PIC24F器件上禁止用户中断，需要执行以下
步骤：

1. 使用 PUSH指令将当前 STATUS 寄存器（SR）值
压入软件堆栈。

2. 通过对值0Eh与STATUS寄存器的低字节作逻辑
或运算，将CPU强制设为优先级7。要允许用户
中断，可使用POP指令恢复之前的STATUS寄存
器值。

移植注意事项

PIC18F架构只能为各个中断源分配高优先级或低优先
级。PIC24F架构允许为中断分配多个优先级（优先级0
至7由用户定义，优先级8至15由硬件定义）。至少，
原本PIC18F应用程序中的中断需要重新评估，其优先
级在PIC24F应用程序中重新定义。

对于PIC18F和PIC24F器件而言，RETFIE指令用于退
出中断服务程序（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ISR），
但该指令的行为略有不同，具体取决于单片机。对
于PIC18F，该指令将GIE位置1以重新允许全局中断。
由于PIC24F不存在GIE位，该指令将恢复先前的优
先级。

注： 在退出 ISR之前，仍需要将中断标志清零。

注： 在退出 ISR之前，仍需要将中断 /陷阱标志
清零。

注： 复位后，将为所有中断分配默认优先级4。

注： 凭借DISI指令，可在固定时间内禁止优先级
1-6的中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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串行外设接口（SPI）

PIC24F SPI外设是PIC18F架构的超集，许多特性是相
似的。支持DMA的PIC18F器件具有更多与PIC24F SPI
特性接近的特性。表5列出了PIC18F和PIC24F器件的
SPI外设间的差异。

PIC24F SPI外设被视为“独立”外设，而PIC18F器件
将SPI 功能集成到较大的主同步串行端口（Master
Synchronous Serial Port，MSSP）外设中，该外设还包
含 I2C。但支持DMA的PIC18F器件具有与PIC24F系列
相似的独立SPI模块。

表5： SPI特性比较

移植注意事项

移植时惟一重要的问题是主模式时钟频率计算。由于
PIC24F指令时钟基于FOSC/2，外设时钟的速率不同于
PIC18F架构。使用具体器件数据手册的“串行外设接
口（SPI）”一章中的公式计算正确的SPI时钟速度。

不支持DMA的PIC18F器件与支持DMA的
PIC18F器件之间的差异

与PIC24F器件一样，支持DMA的PIC18F器件具有独
立的SPI和I2C模块，而不是共用MSSP模块。该SPI还
具有多种特性，例如FIFO和单独的发送 /接收缓冲区，
这样便可更容易地从支持DMA的PIC18F器件移植到
PIC24F器件。 

特性
PIC18F

PIC24F
具有MSSP 具有独立SPI

主从模式 有 有 有

时钟极性和边沿选择 有 有 有

FIFO 无 有 有

独立的发送和接收缓冲区 无 有 有（增强型模式）

专用波特率计数器 无 有 有

DMA操作 无 有 有(2)

传输数据宽度 8 1至8位 8/16

帧模式支持 无 无 有

外设引脚选择（PPS） 无 有 有 (1)

I2S 无 无 有(2)

注 1： 并非所有器件均提供PPS，请参见具体器件的数据手册来了解是否支持PPS功能。

2： I2S仅在某些PIC24F型号上提供，例如PIC24FJ128GA310、PIC24FJ128GB204、PIC24FJ256GB410/412和
PIC24FJ1024GA/GB610。有关是否支持相应特性的信息，请参见具体器件的数据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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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2C

PIC18F和PIC24F架构均支持7位和10位寻址模式、广
播呼叫寻址、时钟延长、100 kHz和400 kHz数据速率
以及多主器件网络。表6列出了PIC24F和PIC18F器件
的特性比较。

表6： I2C特性比较

移植注意事项

PIC24F和PIC18F I2C外设间的差异可能导致移植过程
中出现一些问题。一个常见问题是没有考虑到I2CxMSK
和 I2CxADD寄存器中的地址移位。

PIC18F SSPxADD寄存器中的 低有效I2C地址位为bit 1，
而PIC24F I2CxADD寄存器中为bit 0。只需在装入之前
或读取地址之后进行移位即可解决这种差异。

不支持DMA的PIC18F器件与支持DMA的
PIC18F器件之间的差异

与PIC24F器件一样，支持DMA的PIC18F器件具有独
立的SPI和I2C模块，而不是共用MSSP模块。该I2C还
具有多种特性，例如10位寻址和广播呼叫支持，这样便
可更容易地从支持DMA的PIC18F器件移植到PIC24F器
件。独立PIC18F I2C模块还支持SMBus 3.0输入电平。

特性
PIC18F

PIC24F
具有MSSP 具有独立 I2C

支持的总线速度 100 kHz/400 kHz 100 kHz/400 kHz/1 MHz 100 kHz/400 kHz/1 MHz

10位寻址模式 无 有 有

多主器件支持 有 有 有

可配置地址掩码 6位 7位或10位 7位或10位

广播呼叫支持 无 有 有

时钟延长选项 有 有 有

DMA操作 无 有 无

压摆率控制 有 有 有

I2C/SMBus输入电平 有 有 有

保留地址支持 有(1) 有 有

总线转发器模式 无 无 有

固件模式 有 无 无(2)

注 1： 有关为特定器件保留哪些地址的信息，请参见具体器件的数据手册。

2： PIC24F I2C外设没有固件控制的主模式配置（与PIC18F模式相似，其中SSPM[3:0] = 1011）。因此，
PIC24F I2C固件实现必须使用端口输入（VIH和VIL）电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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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存储器访问（DMA）

PIC24F器件以及一些PIC18F器件支持DMA功能。直接
存储器访问（DMA）模块旨在直接处理不同存储区域
之间的数据传输，而无需CPU的干预。由于无需在处

理用于数据传输的中断时进行CPU密集型管理，因此
CPU现在可以将更多时间花在其他任务上。PIC18F和
PIC24F器件的DMA之间的差异如表7所示。

表7： DMA特性比较

移植注意事项

PIC18F系列和PIC24F系列的DMA特性及其工作模式有
一些差异。下面说明了一些主要差异：

1. PIC18F系列和PIC24F系列的DMA的主要差异之
一是，PIC18F器件能够访问闪存程序存储器和
数据EEPROM存储器以进行读操作。在PIC24F
器件中，数据只能在SFR和数据RAM之间来回传
输。在PIC18F器件中，SMT[1:0]（DMAxSSA）
位可用于指向可读取源数据的位置。SMTx位可
指向从SFR/GPR、EEPROM或程序闪存读取的
数据。

2. 另一个差异是要传输的数据的计数或大小。在
PIC24F器件中，只有一个计数或大小寄存器，
而在PIC18F器件中，目标（DMAxDSZ）和源
（DMAxSSZ）寄存器各有一个大小寄存器。

不支持DMA的PIC18F器件与支持DMA的
PIC18F器件之间的差异

DMA是新PIC18F器件的主要特性之一。

特性
PIC18F

PIC24F(1)

不支持DMA的PIC18F 支持DMA的PIC18F

DMA 无 有 有

多DMA通道支持 无 有 有

传输模式（数据存储器到SFR/SFR到数据存储器） 无 有 有

从EEPROM/闪存读取数据 无 有 无

可寻址源和目标 无 有 有

使用软件触发启动 无 有 有

使用中断触发启动 无 有 有

源地址递增 /递减模式 无 有 有

目标地址递增 /递减模式 无 有 有

源和目标使用单独的计数器 无 有 无

DMA中止中断触发 无 有 无

注 1： DMA仅在某些PIC24F型号上提供，例如PIC24FJ128GA310、PIC24FJ128GB204、PIC24FJ256GB410/412
和PIC24FJ1024GA/GB610。有关是否支持相应特性的信息，请参见具体器件的数据手册。
 2019 Microchip Technology Inc. DS00002991A_CN 第9页



液晶显示（LCD）

PIC24F器件以及一些PIC18F器件支持LCD模块。下面
是PIC18F器件和PIC24F器件的LCD特性比较。器件上

的LCD功能非常相似，可轻松从PIC18F器件移植到
PIC24F器件。表8列出了LCD模块的一些特性、操作和
比较。

表8： LCD特性比较

移植注意事项

PIC18F和PIC24F器件的LCD特性和工作模式十分相
似。惟一需要注意的是系统时钟是否用作LCD时钟。根
据具体的器件时钟，应校正LCD的预分频器时钟，以使
LCD处于可接受的工作范围内。

不支持DMA的PIC18F器件与支持DMA的
PIC18F器件之间的差异

目前支持DMA的PIC18F器件均不支持LCD外设。

特性 PIC18F(1) PIC24F(1)

LCD 有 有

休眠模式下LCD操作 有 有

静态、1/2和1/3偏置 有 有

4个公共端和8个公共端复用(2) 有 有

电荷泵偏置(3) 有 有

外部电阻偏置 有 有

内部梯形电阻网络偏置(4) 有 有

A型和B型支持 有 有

LCD预分频器选项 有 有

多个LCD时钟选项 有 有

注 1： 并非所有器件均支持LCD。请参见具体器件的数据手册以确保支持LCD。

2： 并非所有LCD器件上均支持8个公共端的复用。请务必查看具体器件的数据手册来了解是否支持8 COM。

3： 当VDD低于 LCD玻璃规范时，将通过电荷泵为 LCD操作提供支持。并非所有器件均支持此特性。请参见器件
数据手册来了解是否支持特定特性。

4： 提供内部电阻的目的是在内部产生LCD模块所需的偏置电压；这有助于节省电路板空间和成本。可根据用户需
求实现动态电阻切换，以保持较低的电流消耗。有关更多详细信息，请参见器件数据手册；并非所有LCD器
件均实现该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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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异步收发器（UART）

PIC24F器件以及一些PIC18F器件支持UART模块。
表9列出了PIC18F器件和PIC24F器件之间UART特性
的比较。

表9： UART特性比较

特性

PIC18F(1)

PIC24F(1)
不支持DMA的

PIC18F
支持DMA的

PIC18F

异步（全双工）操作，支持：
• 接收到字符时自动唤醒
• 自动波特率校准
• 12位暂停字符传输

有 有 有

通过TX和RX引脚进行全双工8位或9位数据传输 有 有 有

支持带地址检测功能的9位模式（第9位 = 1） 有 有 有

通过UxCTS和UxRTS引脚支持硬件流控制选项 无 有 有

停止位数 1 1、1.5和2 1和2

可选择的空闲极性 无 有 有

波特率发生器 专用8位/16位 专用8位/16位 16位

BRG预分频器 有 有 有

IrDA®编码器和解码器逻辑 无 无 有

用于 IrDA支持的16倍波特率时钟输出 无 无 有

FIFO发送数据缓冲区 无 有 有

FIFO接收数据缓冲区 无 有 有

用于诊断支持的环回模式 无 无 有

硬件奇偶校验支持（8位数据） 无 无 有

奇偶校验错误检测 无 有 有

硬件同步字节生成 有 有 有

支持同步字符和暂停字符 有 有 有

唤醒使能 有 有 有

帧错误和缓冲区溢出错误检测 有 有 有

中断选项 发送和接收 发送、接收和UART
错误事件

发送、接收和UART
错误事件

DMX 无 有 有

DALI 无 有 有

LIN 无 有 有

注 1： 并非所有器件均包含这些特性。请参见器件数据手册来了解是否支持特定特性。

注： PIC24F UART不支持同步通信。如果需要同步串行通信，请改用SPI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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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植注意事项

当从PIC18F设计移植到PIC24F时，必须考虑以下因素：

1. 由于基本指令周期速率不同（PIC24F为FOSC/2，
PIC18F为FOSC/4），要从PIC18F移植到PIC24F
的项目将需要重新计算波特率。

2. 需要修改9位通信的程序。PIC18F USART要求
通过另一个寄存器读取或写入第9位。

不支持DMA的PIC18F器件与支持DMA的
PIC18F器件之间的差异

支持DMA的PIC18F器件添加了硬件协议支持（DMX、
DALI和LIN/J2602）以及一些其他特性，有助于更容易
地移植到PIC24F器件。另外，与PIC24F UART相同，
它们不支持旧款PIC18F器件支持的同步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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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时时钟和日历（RTCC）

RTCC为用户提供可以校准的实时时钟和日历（Real-
Time Clock and Calendar，RTCC）功能。

表10列出了PIC18F器件和PIC24F器件的实时时钟和日
历（RTCC）的主要特性和差异。

表10： RTCC特性比较

移植注意事项

当从PIC18F设计移植到PIC24F时，必须考虑以下因素：

1. 两类器件间的RTCC模块的特性非常相似，但
PIC24F 器件包含一些额外的特性。在旧有
RTCC特性方面，两类器件间没有重大差异。对
于RTCC输入时钟选项，请查看具体器件的数据
手册。

不支持DMA的PIC18F器件与支持DMA的
PIC18F器件之间的差异

目前支持DMA的PIC18F器件均不支持RTCC外设。

特性 PIC18F(1) PIC24F(1)

RTCC(1)
有 有

更新时间：小时、分钟和秒 有 有

24小时格式（军用时间） 有 有

日历：星期、日、月和年 有 有

可配置闹钟 有 有

年份范围：2000至2099 有 有

闰年修正 有 有

可减小固件大小的BCD格式 有 有

低功耗工作 有 有

用户校准 有 有

50 Hz或60 Hz外部输入 无 有

用户校准效果（以秒为单位） 每60秒 每15秒

闹钟重复 有， 多255次 有， 多255次

闹钟屏蔽 有 有

RTCC电源控制 无 有

可选择的时钟源 有 有

注 1： 并非所有PIC24F和PIC18F器件均支持RTCC模块。请参见具体器件的数据手册来了解是否支持RTCC模块。一
些支持RTCC的PIC18F器件包括PIC18F46J11、PIC18F46J50、PIC18F87J94、PIC18F87J90、PIC18FX7J13
和PIC18F87J72 系 列。一 些 支 持RTCC 的PIC24F 器 件 包 括PIC24FJ128GA010、PIC24FJ128GA310、
PIC24FJ128GB410、PIC24FJ128GB204、PIC24FJ256GA610、PIC24FJ64GA006、PIC24FJ32MC104和
PIC24FJ256GA705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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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环冗余校验（CRC）发生器

PIC24F CRC模块支持CRC校验和的硬件计算，而不必
利用软件带宽来完成同样的计算。传统PIC18F器件没

有硬件CRC支持，但支持DMA的PIC18F器件具有与
PIC24F器件相似的CRC模块。表11概述了CRC模块之
间的差异。

表11： CRC特性比较

移植注意事项

从PIC18F移植时，首要的考虑因素是PIC18F CRC模块
主要与NVM 扫描器一起使用，以对程序存储器计算
CRC校验和。与PIC18F的CRC模块不同，PIC24F CRC
模块不包含内置扫描器，因此需要使用软件或其他模块
来执行相同功能。除此之外，PIC24F CRC模块的输入
上有一个FIFO而不只是一组寄存器，因此向模块输入
数据的方式略有不同。

不支持DMA的PIC18F器件与支持DMA的
PIC18F器件之间的差异

只有支持DMA的PIC18F器件支持该模块。

特性
PIC18F

PIC24F
不支持DMA的PIC18F 支持DMA的PIC18F

多项式长度 N/A 多16 多16

中断 N/A 在CRC完成以及扫描器完成时 在CRC完成时

NVM扫描器 N/A 扫描程序存储器或EEPROM，
将数据馈送给CRC引擎

无

输入FIFO N/A 无 16位8级深或8位16级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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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时器

PIC24F定时器广泛支持Timer0和Timer1/3/5中的基本
PIC18F定时器特性，包括异步和同步计数器模式、定
时器和门控定时器模式以及32 kHz晶振支持。PIC24F
定时器旨在支持更多通用功能，而PIC18F定时器则用
于专用目的。这种专用性仅在支持DMA的PIC18F器件
中得到了增强，此类PIC18F器件包含具有硬件限制功

能的新型8位Timer2/4/6模块和信号测量定时器（32位
定时器，用于对传入的数字信号执行捕捉 /比较和测量
功能），二者都有特定的功能。而每个PIC24F 16位定
时器都具有专用的周期寄存器、可选预分频比和周期匹
配标志，可以在计数器或定时器模式下工作，实现通用
目的。两个16位PIC24F定时器也可以组合成一个32位定
时器。表12列出了PIC18F器件和PIC24F器件的定时器
模块间的差异。

表12： 定时器特性比较

移植注意事项

移植时 重要的考虑因素是定时器功能可能不在
PIC18F和PIC24F器件间的相同定时器上。周期寄存
器位于所有PIC24F定时器上，但仅位于一些PIC18F定
时器上。两个架构中都存在预分频器，但PIC18F预分
频器因定时器而异，而PIC24F预分频器对于每个定时
器都相同。 后，PIC24F定时器没有许多PIC18F定时
器上常见的后分频器。要在PIC24F器件上实现相同的
定时器周期，可能需要软件解决方案或不同的预分频比/
周期选项。 

不支持DMA的PIC18F器件与支持DMA的
PIC18F器件之间的差异

支持DMA的PIC18F器件具有比旧款型号更多的定时器
特性，因此能够更好地匹配PIC24F器件，让移植更轻
松。在支持DMA的PIC18F器件上，所有定时器都可以
使用异步和同步模式，并且支持32 kHz晶振。此外，
还有更多定时器具有周期寄存器，Timer1、Timer3和
Timer5可提供门控定时器功能。这些功能意味着，在将
通用定时器代码从支持 DMA 的 PIC18F 器件移植到

PIC24F器件时，只需考虑很少的因素，因为大多数功
能在两者之间共用。

新的PIC18F器件还提供一些新定时器，可用于更多特定
应用。支持DMA的PIC18F器件上的Timer2/4/6模块是一
个带有周期寄存器的8位定时器，可通过外部信号（来
自其他外设或外部引脚）启动、运行、冻结或复位。该
模块还具有单触发和单稳态模式。这些定时器可与PWM
一起使用，以执行更复杂的波形控制，例如脉冲密度调
制。PIC24F器件上没有等效的定时器。

支持DMA的PIC18F器件还具有SMT，这是一个24位
定时器，可用于测量脉冲宽度、频率和占空比等各种数
字信号参数，以及用作同步定时器或异步计数器。此
外，它还具有门控定时器功能和周期匹配寄存器。尽管
PIC24F上的32位定时器可执行SMT的大多数非信号
测量功能（例如，SMT仅用作普通大型定时器时），但
PIC24F器件上没有等效的定时器。

特性
PIC18F

PIC24F
不支持DMA的PIC18F 支持DMA的PIC18F

定时器宽度 8/16位 8/16/24位 16/32位

通用定时器模式 所有定时器 所有定时器 所有定时器

异步计数器模式 Timer1/3 所有定时器 Timer1/2/4

同步计数器模式 Timer0/1/3 所有定时器 所有定时器

周期寄存器 Timer2/4 Timer0/2/4/6和SMT 所有定时器

32 kHz晶振支持 Timer1 所有定时器 Timer1

其他时钟源 无 所有定时器 无

定时器门控选项 无 Timer1/3/5 所有定时器

预分频器 所有定时器 所有定时器 所有定时器

后分频器 Timer2/4 Timer0/2/4/6 无

特殊事件触发信号 有 有 有

系统时钟源速率 FOSC/4 FOSC/4 FOSC/2

硬件限制功能 无 Timer2/4/6 无

信号测量特性（脉冲宽度，边沿之间的
时间）

无 SMT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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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配置逻辑单元（CLC）

PIC24F CLC模块允许用户将信号的组合指定为逻辑功
能的输入，并使用逻辑输出来控制其他外设或 I/O引
脚。旧款PIC18F器件没有等效功能，但支持DMA的

PIC18F器件也具有CLC模块。对于支持DMA的PIC18F
器件和PIC24F器件，两者的CLC模块几乎相同。下面
的表13列出了CLC模块中的差异。 

表13： CLC特性比较

移植注意事项

从PIC18F CLC移植到PIC24F CLC的惟一注意事项是
输入和输出。PIC24F CLC的CLC输入存在更多限制。
PIC18F CLC模块支持 多64个输入并且允许这些输入
进入全部四个数据门，而PIC24F器件只有32个输入，
只允许其中8个输入进入各个数据门。此外，PIC18F
CLC 的输入和输出引脚可以通过PPS 重新分配，而
PIC24F器件上的CLC引脚是静态的。 后，由于输出
引脚的静态性，PIC24F CLC具有单独的输出使能引
脚，在将CLC输出到外部引脚时需要考虑该引脚。

不支持DMA的PIC18F器件与支持DMA的
PIC18F器件之间的差异

只有支持DMA的PIC18F器件支持该模块。

特性
PIC18F

PIC24F
不支持DMA的PIC18F 支持DMA的PIC18F

输入选择数量（总计） 0 多64个 多32个

输入选择数量（每个数据门） 0 多64个 多8个

至其他外设的逻辑输出 N/A 有 有

CLC输出引脚 N/A 可通过PPS重定位 固定引脚

中断 N/A 上升沿和下降沿 上升沿和下降沿

输出使能 N/A 通过PPS控制 单独的控制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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捕捉 /比较 /PWM（CCP和ECCP）

PIC24F捕捉和比较模块的功能与PIC18F CCP和ECCP
外设的功能相同。表14列出了PIC18F器件和PIC24F器
件的CCP外设间的差异。

表14： CCP/ECCP特性比较

PIC24F 输入捕捉和输出比较模块可以使用Timer2 或
Timer3，而PIC18F模块可以使用Timer1或Timer3。可
以在ICx引脚的每个上升沿、每个下降沿、每4个上升沿
和每16个上升沿生成捕捉事件。

选择单比较匹配模式后，两种架构均可以选择OCx引脚
的初始状态。在匹配时，引脚将翻转状态。对于每种模
式，在两种架构中，输出比较中断标志均置1。

PIC24F系列支持所有PIC18F PWM模式。重要的区别
是每个输出比较外设只能生成一个输出。因此，半桥支
持需要两个外设，全桥支持需要四个外设。

PIC24F PWM模式是输出比较外设的扩展。此模式与
单输出比较模式类似，而在添加故障保护引脚OCFA和
OCFB后，可以停止脉冲序列，这类似于PIC18F PWM
模式。

一些PIC24F器件具有称为MCCP和SCCP的专用模块，
分别代表多捕捉 /比较 /PWM外设或单捕捉 /比较 /PWM
外设。包含这些模块的器件具有多种工作模式，在这些
工作模式下，它们可以用作定时器、捕捉、比较以及

PWM选项。这些器件有多个输入时钟功能。请参见器
件数据手册来了解是否支持MCCP或SCCP模块。

移植注意事项

PIC24F输出比较外设时钟源基于FOSC/2，与PIC18F
FOSC/4时钟源不同。确保使用产品数据手册中提供的
公式来计算各个时钟源。

不支持DMA的PIC18F器件与支持DMA的
PIC18F器件之间的差异

旧款PIC18F器件与支持DMA的PIC18F器件的CCP模
块之间的主要差异与CCP并不直接相关，而是与定
时器直接相关。支持DMA的PIC18F器件的Timer1和
Timer2均与旧款器件有所不同，可能会影响CCP的工
作，移植时应当考虑到这一点。支持DMA的PIC18F器
件还具有互补波形发生器（Complimentary Waveform
Generator，CWG）模块，此模块支持带死区的PWM。

特性 PIC18F(1) PIC24F(1)

CCP/ECCP特性 有 有

可配置定时器源 有 有

捕捉引脚预分频比 1、4和16 1、4和16

捕捉缓冲区 有 有

捕捉定时器宽度 有 有

每个中断的可选捕捉事件数 有 有

可选输出比较引脚状态 有 有

特殊事件触发信号 有 有

各个外设的PWM输出数量 有 有

半桥/全桥PWM支持 有 有

PWM死区支持 无(2) 有

注 1： 请参见器件数据手册来了解是否支持特定特性。

2： 具有CWG（可配置波形发生器）和COG（可配置输出发生器）的器件提供死区支持。请参见器件数据手册来
了解是否支持该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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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端口

PIC24F I/O端口与PIC18F端口非常相似，但也存在明
显的差异。两个器件系列都有数据PORT、LAT和TRIS
寄存器。两个器件系列都有模拟和数字外设。表15列
出了PIC18F器件和PIC24F器件的I/O端口之间的差异。

表15： I/O端口特性比较

PIC24F不支持的PIC18F特性

PIC24F端口架构不允许端口输出驱动外设输入。用户
必须将引脚配置为外设输入或端口输出，但不能同时配
置为两者。

移植注意事项

• 在可配置为漏极开路的引脚上使能数字或模拟输入
或输出不会导致上拉自动禁止。如果引脚具有可配
置的漏极开路选项，则不会禁止上拉。不需要使用
上拉时，务必用软件将其禁止。

• 没有模拟功能的引脚可以承受 高5.5V的输入电
压。这可以 大限度地减少从PIC18F器件移植时
带来的硬件变化。通过在引脚上添加外部上拉电阻
以及将零写入数据锁存器，可以产生更高的电压输
出。将TRISx位置1会将输出上拉至电源电压，清
零TRISx位将输出数字零。

• 使能外设后，驱动强度、压摆率和输入电压阈值会
自动发生变化。务必查看具体器件手册来了解器件
之间的差异。

• PIC24F器件的大多数输入缓冲器是施密特触发
器（Schmitt Trigger，ST）。验证关联组件的输出
电压是否满足ST输入电压阈值的要求。

• 将引脚设为模拟还是数字功能因器件而异。有些
PIC18F器件可以在ADC寄存器中对此进行控制。
而有些PIC24F器件则具有一个名为ADxPCFG的
寄存器，能够实现相同的功能。有些PIC18F和
PIC24F器件具有专用寄存器，可用于将每个引脚设
为模拟或数字功能（ANSELx寄存器）。

不支持DMA的PIC18F器件与支持DMA的
PIC18F器件之间的差异

支持DMA的PIC18F器件与不支持DMA的PIC18F器件
的 I/O端口控制几乎没有差异。 

特性
PIC18F(1)

PIC24F(1)

不支持DMA的PIC18F 支持DMA的PIC18F

控制寄存器：PORTx、LATx和TRISx 有 有 有

内部上拉 仅在PORTB上 在所有端口上 在所有端口上

复位时配置为输入 有 有 有

漏极开路控制 无 有 有

PPS 有 (1) 有 有

电平变化中断 某些引脚 有 有

注 1： 并非所有器件均支持该特性。请参见器件数据手册来了解是否支持特定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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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荡器

PIC24F振荡器系统支持PIC18F的许多特性，并且增加
了几个新特性。两种架构均支持三种主要时钟源：主振
荡器、内部RC振荡器和4x PLL倍频器。此外，两者还

支持可增强应用稳健性的功能，例如软件控制的时钟切
换、故障保护时钟监视器（Fail-Safe Clock Monitor，
FSCM）和双速启动。PIC24F器件提高了初始时钟配
置、软件控制的时钟切换和PLL使用的灵活性。表16列
出了PIC18F器件和PIC24F器件的振荡器之间的差异。

表16： 振荡器特性比较

主振荡器（POSC）

在PIC18F器件中，可在器件配置期间使用FOSC[3:0]
配置位选择要使用的确切振荡器模式。在某些新
PIC18F器件中，POSC模式由FEXTOSC[2:0]选择，实
际的启动振荡器由RSTOSC[2:0]选择。在PIC24F器件
中，可在配置期间使用FNOSC[2:0]和POSCMD[1:0]配
置位的组合来选择主振荡器模式。

辅助振荡器（SOSC）

所有PIC18F器件均可以选择使用Timer1振荡器作为辅
助时钟源。对于这种选项， 典型的布局是在引脚
T1OSI和T1OSO之间连接一个32 kHz的低功耗时钟晶
振。通过T1OSCEN位（T1CON[3]）将振荡器与器件
时钟分开控制。

此外，PIC24F器件还提供了一个辅助振荡器，其功能
与Timer1 振荡器相同；惟一的不同之处在于它通过
OSCCON寄存器和SOSCEN位进行控制。晶振输入/输
出引脚重命名为SOSCI和SOSCO。 

内 部RC 振 荡 器（INTOSC/FRC 和 INTRC/
LPRC）

PIC24F和PIC18F系列具有两个独立的内部振荡器：一个
高效率的31 kHz振荡器和一个精确的高速8 MHz振荡器。
一些新器件具有可选频率，范围为1 MHz至64 MHz。两
种架构均使用由8 MHz时钟源驱动的可配置后分频器，
以提供31 kHz至4 MHz的时钟频率范围（以及未分频的
8 MHz输出）。两种架构均允许通过软件选择31 kHz或
8 MHz振荡器，以便为各种系统功能提供31 kHz时
钟源。

PIC18F和PIC24F器件均支持4x PLL倍频器，与所选时
钟源配合使用。在所有情况下，仅当输入频率介于4 MHz
和10 MHz之间时，PLL才能提供稳定的输出。有关PLL
操作的详细说明，请参见器件数据手册。

特性
PIC18F(1)

PIC24F(1)

不支持DMA的PIC18F 支持DMA的PIC18F

主（外部）振荡器模式 HS、XT、EC、LP
和外部RC(2)

HS、XT、LP和EC HS、XT和EC
（所有器件）

辅助（Timer1）振荡器 有 有 有

8 MHz内部RC振荡器 有（INTOSC） 有（HFINTOSC） 有（FRC）

32 kHz内部RC振荡器 有（INTRC） 有（MFINTOSC/
LFINTOSC）

有（LPRC）

4x PLL选项：
• XTPLL（MSPLL）
• ECPLL
• INTOSCPLL/FRCPLL

无
仅某些器件
仅某些器件

无
有
无

有
有
有

软件时钟切换 仅时钟源之间 (1) 有 有

打盹模式 无 有 有

故障保护时钟监视器 有(1) 有 有

双速启动 有(1) 有 有

注 1： 并非所有器件均支持该特性。请参见器件数据手册来了解是否支持特定特性。

2： 并非所有PIC18F器件均具有外部RC振荡器，请参见具体器件的数据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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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速启动

PIC18F和PIC24F器件中以相同方式实现双速启动。在
这两种情况下，该功能均由 IESO配置位控制。某些新
PIC18F器件不具备双速启动功能；请参见器件数据手
册来了解详细信息。

故障保护时钟监视器

故障保护时钟监视器功能也适用于两个器件系列。该功
能与运行时时钟切换一起由配置字位控制。PIC18F和
PIC24F器件中的实现非常相似，当主振荡器停止时，
系统时钟会自动切换到FRC。

时钟切换

PIC18F器件和PIC24F器件的时钟切换明显不同。从概
念上讲，两种架构都有三类振荡器：主振荡器（连接到
OSC引脚的外部元件）、辅助振荡器（连接到T1OSC
或SOSC引脚的外部晶振）和内部RC。

PIC18F器件允许对在器件配置期间使用的一种且惟一
一种主振荡器类型进行定义。当器件上电和复位时，将
始终使用此振荡器。此后，器件可以在软件控制下在主
振荡器源、辅助振荡器源和内部振荡器源之间切换。在
新PIC18F系列器件中，RSTOSC用于配置启动时使用
哪个振荡器，FEXTOSC用于选择振荡器类型。

一旦定义了启动振荡器，除非重新编程器件，否则不能
更改启动振荡器。

对于PIC24F器件，三个主时钟源中的任何一个都可以
配置为默认启动振荡器；用户将不再局限于使用主振荡
器源。在运行期间，器件可以在软件控制下在任何可用
振荡器模式之间切换。这意味着，可以在主时钟模式与
其PLL之间切换。将两个特定立即数写入OSCCON的高
字节或低字节后，PIC24F器件会为一条指令解锁高字
节或低字节。有关写入OSCCON和时钟切换的详细信
息，请参见编译器手册和器件数据手册。

移植注意事项

移植到PIC24F单片机（或类似单片机）时，任何基于
晶振时钟源的应用都应在振荡器的工作和稳定性方面进
行重新评估。必须验证晶振性能在应用所预期的电压、
温度和工艺差异范围内是否可靠。

不支持DMA的PIC18F器件与支持DMA的
PIC18F器件之间的差异

从概念上讲，支持DMA的PIC18F器件与不支持DMA的
PIC18F器件的振荡器之间存在一些差异；只有一些微
小的设置 /配置寄存器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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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能特性

PIC24F节能特性与PIC18F XLP技术器件中提供的节能
模式十分相似。两种架构均包含系统时钟源的运行时切
换、空闲和休眠模式以及通过复位和中断实现的硬件引
发退出。PIC24F器件中这些特性的实现方式略有不
同，而且支持其他特性来更有效地降低功耗。表17列出
了PIC18F器件和PIC24F器件的节能特性之间的差异。

运行时时钟切换

PIC18F和PIC24F器件具有相同类型的系统时钟源（主
振荡器、辅助振荡器和内部振荡器）。此外，休眠模式
和空闲模式的定义也相同。PIC18F系列和PIC24F系列
之间实现时钟切换的过程则有所不同；有关时钟切换要
遵循的步骤，请参见器件数据手册。

表17： 节能特性比较

特性
PIC18F(1)

PIC24F(1)

不支持DMA的PIC18F 支持DMA的PIC18F

运行时时钟切换 有 有 有

空闲模式 有 有 有

选择性外设空闲 无 无 有

休眠模式 有 有 有

低压休眠（数据保持休眠） 有(1) 有 有(1)

深度休眠 有(1) 无 有(1)

打盹模式 无 有 有

PMD选项 无 有 有

注 1： 并非所有器件均支持该特性。请参见器件数据手册来了解是否支持特定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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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位

PIC24F复位系统与PIC18F复位系统的大多数特性相
同。两者以相同或在功能上等效的方法支持相同的
传统复位： 

• 上电复位（Power-on Reset，POR）

• 欠压复位（Brown-out Reset，BOR）

• 外部主复位（MCLR）

• 软件复位（RESET指令）

• 看门狗定时器（WDT）复位

• 堆栈错误复位（上溢或下溢）

PIC24F器件有一些额外的复位源 /状态，以及一些增
强型报告功能。SFR的复位状态和复位后的启动时序也
略有不同。此外，支持DMA的PIC18F器件还具有复位
系统增强功能，这一点与PIC24F不同。表18列出了主
要差异。

表18： 复位特性比较

移植注意事项

除了一些附加复位源外，PIC24F器件还支持所有传统
PIC18F复位。主要的移植问题是PIC24F如何处理堆栈
上溢 /下溢情况。这些情况会在PIC18F器件上触发复
位，但在PIC24F架构中，它们会以陷阱方式实现。理
论上，这会在处理堆栈上溢 /下溢情况时提供更大的灵
活性，不过，对于期望在堆栈溢出时复位的应用而言，
则需要考虑到这种变化。第二个移植问题是，PIC24F
器件没有可配置的启动定时器，因此当应用中需要可配
置的启动定时器时，用户必须自己编写代码来实现。第
三个主要的考虑因素是，PIC18F器件和PIC24F器件的
复位轮询不同，PIC24F的复位标志为高电平有效，而
PIC18F则为低电平有效，并且PIC24F的复位位定义更
为严密（在PIC18F器件上，通常需要读取所有复位标

志才能确定复位原因，而在PIC24F器件上，通常只需
要读取一个标志）。 

不支持DMA的PIC18F器件与支持DMA的
PIC18F器件之间的差异

与不支持DMA的旧款PIC18F器件相比，支持DMA的
PIC18F器件具有两个额外的复位源。第一个复位源是
看门狗定时器窗口违例复位，本文档的“看门狗定时
器”部分中介绍了相关内容。第二个复位源是存储器执
行违例复位，如果内核尝试从已实现的程序存储器外部
的地址或专门指定的闪存存储区中执行代码，则会发生
这种情况。PIC24F器件没有与上述任一复位等效的复
位功能。除了这两个附加的复位源外，支持DMA 的
PIC18F器件与不支持DMA的PIC18F器件在复位方面具
有相同的特性。

特性
PIC18F

PIC24F
不支持DMA的PIC18F 支持DMA的PIC18F

传统复位类型 POR、BOR、MCLR和RESET指令

其他复位类型 配置字不匹配
（PIC18FXXJ闪存器件）

存储器违例和看门狗
定时器窗口违例

非法操作码/未初始化W、
配置字不匹配和陷阱冲突

BOR配置 可配置，在许多器件中
可通过软件控制

可配置，在许多器件中
可通过软件控制

连接到片上稳压器 (1)

堆栈下溢/上溢复位 复位 单独复位 不可屏蔽陷阱

SFR复位状态 取决于复位类型 取决于复位类型 所有复位类型统一

启动定时器 可配置 可配置 连接到稳压器配置

标志位的位置 RCON/STKPTR PCON0/1 RCON/INTCON1

注 1： 一些器件包括用于使能或禁止BOR的特性；请参见器件数据手册来了解是否支持BOR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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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转换器（ADC）

与PIC18F实现相比，PIC24F ADC在性能和特性方面
得到了显著改善（见表19）。改善包括更高的转换率
（每秒采样数）、自动通道扫描模式和16位转换结果
缓冲区等。

表19： A/D转换器特性比较

PIC24F和PIC18F的A/D转换器模块具有相似的特
性。两者均具有10位逐次逼近寄存器（Successive
Approximation Register ，SAR）A/D，能够将参考电压
引脚（VREF+ 和VREF-）以及模拟电源引脚（AVDD 和
AVSS）组合用于参考电压。这两个产品线均具有A/D转
换状态位、可选A/D时钟分频比、专用A/D RC、支持可
配置采样时间的自动采样、模拟 /数字输入选择以及运
行时可选A/D输入。转换可以由软件、外部中断或输出
比较事件启动。

移植注意事项

• PIC24F模块的输入源阻抗为2.5 kΩ。许多PIC18F
器件为10 kΩ，但建议使用2.5 kΩ。

• 对于PIC24F模块，模块的内部采样电容为4.4 pF
（典型值）；对于PIC18F模块，该电容为25 pF
（典型值）。电容减小会增大外部电容对模拟输入
的影响。

• 配置A/D以使用转换时钟时，有几个因素会影响
PIC24F分频比选择。这些因素包括减小的TAD和指
令速率。PIC24F的转换时钟基于指令时钟TCY/2，
而PIC18F的转换时钟则基于FOSC/2。由于给定的
系统时钟频率对应不同的指令速率，因此，
PIC24F A/D时钟分频器的 小周期为一个FOSC周
期，PIC18F的 小周期为两个FOSC周期。

不支持DMA的PIC18F器件与支持DMA的
PIC18F器件之间的差异

支持DMA的PIC18F器件向PIC18F ADC模块添加了一
些附加功能。首先，添加了硬件CVD控制，这有助于
更好地将ADC模块用于电容式触摸应用。其次，添加
了一个硬件计算引擎（ADC功能），允许以独立于内
核的硬件方式对ADC结果执行平均值计算和低通滤波。 

特性
PIC18F

PIC24F
不支持DMA的PIC18F 支持DMA的PIC18F

分辨率 10/12位 12位 10/12位

转换吞吐量（ksps） 100 ksps — 500 ksps

可用参考电压源 内部 /外部 内部 /外部 内部 /外部

可选A/D时钟分频比 有 有 有

A/D RC振荡器 有 有 有

自动采样 有 有 有

可编程采样时间 有 有 有

可单独选择的模拟输入 无 有 有

特殊事件触发信号 无 有 有

多通道扫描 无 有 有

FIFO缓冲区 无 有，2级深度 有

多种结果格式 无 有 有

差分通道（比较）转换 无 无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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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门狗定时器

PIC24F的看门狗定时器（WDT）模块与不支持DMA的
PIC18F器件上的WDT以及支持DMA的PIC18F器件上
的WDT几乎相同。它们都具有相似的控制方式（通过

配置位和软件）和影响（WDT也可以是用于退出功耗
管理模式的复位源）。PIC24F WDT具有一些独特特性
以及一些旧款PIC18F器件上没有，但添加到了支持
DMA的PIC18F器件上的特性。表20列出了模块的比较
情况。

表20： 看门狗定时器特性比较

移植注意事项

第一个移植注意事项是PIC24F WDT计数器会在主时钟
的任何时钟源切换时复位。PIC18F WDT计数器在多种
条件下复位，本文所述PIC18F器件的数据手册的“看
门狗定时器（WDT）”部分中列出了这些条件。第二
个注意事项是PIC18F器件中的WDT复位标志为低电平
有效，而PIC24F器件上的WDT复位标志为高电平有
效，并且这些位需要在POR或BOR时初始化为无效状
态，以正确检测WDT复位。从旧款PIC18F 器件移植
时，确保在PIC24F器件上使用1:128预分频比设置，这
样便可在两个器件间使用相同的后分频比设置。从支持
DMA的PIC18F器件移植时，必须使用PIC24F器件上的
预分频比 /后分频比手动计算周期，以便与PIC18F器
件上的相应值相匹配。此外，将窗口看门狗定时器应
用程序从支持DMA的PIC18F器件移植到PIC24F器件
时，请牢记，PIC24F窗口不可编程，必须采用75%的
固定窗口延时（PIC18F窗口看门狗定时器上的窗口设
置为“0b001”）。 

不支持DMA的PIC18F器件与支持DMA的
PIC18F器件之间的差异

支持DMA的PIC18F器件在WDT上具有附加特性，在设
置方面也略有不同。主要设置差异在于，此类器件使
用预分频比而不是后分频比来配置周期，预分频比可实
现1 ms至256s的周期，周期以对数方式调节（1 ms、
2 ms、4 ms， 长256s）。这意味着支持DMA的PIC18F
器件无法实现131s周期。此外，支持DMA的PIC18F器
件还具有窗口看门狗定时器功能，这与PIC24F器件十
分相似，这样一来，支持DMA的PIC18F器件与PIC24F
系列之间的两个看门狗定时器便更加相似。 

特性
PIC18F

PIC24F
不支持DMA的PIC18F 支持DMA的PIC18F

可配置超时周期 有（通过后分频器） 有（通过预分频器） 有（通过预分频器
和后分频器）

软件使能 有 有 有

退出功耗管理模式 有 有 有

超时范围 4 ms至131s 1 ms至256s 1 ms至131s

窗口WDT选项 无 有 有

可选输入时钟 无 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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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器和比较器参考电压模块

PIC18F和PIC24F器件上的比较器模块具有许多相同的
特性。表21列出了PIC18F和PIC24F器件的特性比较。
每个系列的器件都有两个比较器和多个配置选项。

PIC18F器件只有八个选项，其中一个是禁止比较器。
PIC24F器件具有更多配置选项，允许单独控制PIC18F
上的许多固定选项。除了比较器模块外，PIC18F
和PIC24F均提供基于梯形电阻网络电路的比较器参考
电压。

表21： 比较器特性比较

移植注意事项

与不支持DMA 的旧PIC18F 器件相比，支持DMA 的
PIC18F器件具有更多选项。它们具有更多输入选项，
以及在正负比较器输出跳变时产生的中断。这些器件还
具有专用寄存器用于选择比较器的反相和同相输入。
此外，输出引脚的状态还作为只读状态位映射到寄存
器中。内部CVREF选项则有所不同，因为支持DMA的
PIC18F器件未使用CVREF引脚。另外，也可以使用专
用DAC输出连接到输入引脚。

一些PIC18FJ器件实现比较器控制位的方式与PIC24F
器件类似，其中每个比较器都有自己专用的比较器控制
寄存器，而不是通过一个比较器控制寄存器控制两个比
较器。有关这些控制位实现的具体信息，请参见器件数
据手册。

特性
PIC18F(1)

PIC24F(1)

不支持DMA的PIC18F 支持DMA的PIC18F

比较器 2 2 2/3

输出反相控制 有 有 有

单独的比较器使能 有 (2) 有 有

I/O引脚上的比较器输出 有 有 有

多个输入选择 有 有 有

检测各比较器输出已改变状态 由用户通过固件跟踪 硬件 硬件

注 1： 请参见器件数据手册来了解是否支持特定特性。

2： 一些PIC18FJ系列器件的比较器与PIC24F器件的比较器相似，请参见具体器件的数据手册来了解更多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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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器参考电压模块

比较器参考电压模块与比较器一起使用，为比较器输入
提供内部控制的参考电压。这有助于用户使用软件来控
制参考电压。该模块在PIC24F系列器件和PIC18F系列
器件之间兼容。表22列出了PIC18F和PIC24F器件的特
性比较。

表22： 比较器参考电压特性比较

特性
PIC18F

PIC24F
不支持DMA的PIC18F 支持DMA的PIC18F

梯形电阻网络 16阶 N/A(1) 16阶

两个可选范围 有 N/A(1)
有

来自模拟电源或MCU电源的可
选参考电压

有 N/A(1)
有

参考电压输出使能 有 N/A(1)
有

注 1： 在支持DMA的PIC18F器件中，未使用CVREF模块；器件具有为比较器输入提供参考电压的专用5位D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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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A： 版本历史

版本A（2019年3月）

这是本文档的初始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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