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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0029 

应用笔记 

Memory read and write while CPU executing 

 

前言 

本应用笔记详细描述了如何利用AT32系列MCU存储器中的零等待区（ZW），实现在擦除或者编程

过程中保证CPU重要内容正常运行，免受MCU失速影响。 

 

 

支持型号列表： 

支持型号如下表，后续新增有零等待区（ZW）功能的型号也支持 

支持型号 

AT32F403xx 

AT32F413xx 

AT32F403Axx 

AT32F407xx 

AT32F435xx 

AT32F437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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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概述 

有些应用有着严格实时需求，需要在操作闪存擦除/编程时保证程序仍然能运行及响应一些关键信息

来保证整个系统的正常。但是一般存储执行擦写操作时CPU会停止运行，并且花费时间较长，这就

会导致一些异常情况的出现。 

AT32在支持零等待区（ZW）的MCU型号中，可以在程序设计时将不能失速的重要代码放在零等待

区（ZW），需要频繁擦写的内容放在非零等待区（NZW），利用非零等待区（NZW）的擦写和零

等待区（ZW）的读取可以同时执行的特性实现所需的实时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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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存储结构 

AT32支持零等待区（ZW）的型号内部存储空间可简单划分为两部分：零等待区（ZW）和非零等待

区（NZW），用户可根据需求将代码进行合理的划分。 

图 1. FLASH 存储空间示意图 

非零等待区(NZW)

零等待区(ZW)
需实时响

应的代码

需频繁擦

写代码

存储空间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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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擦写和读取同时执行的实现 

程序中重要代码（比如中断处理函数）在执行擦写操作时需要正常响应，本章通过举例验证及说明如

何实现该功能。下表简单描述了两个存储区域之间操作可能性。 

表 1. 操作可能性 

 非零等待区（NZW） 

读取 编程 擦除 

零等待区（ZW）读取 不允许 允许 允许 

 

从上表可看到，当编程或者擦除非零等待区闪存时，零等待区的代码可以正常执行，即中断处理也

能及时响应，下图为该行为的对比示意图。 

图 2. 擦写和读取执行示意图 

编程/擦除

编程/擦除

读取 读取 读取

读取 读取

IRq

IRq

ISRe

ISRe

停止执行

正常执行

开始执行

停止读取

NZW区域擦写

NZW区域执行

NZW区域擦写

ZW区域执行

Irq：   中断请求到达

ISRe：中断请求执行

12CPU
周期

 

 

例： 

用两块AT32F403A的开发板做实验演示验证，A板用于演示擦除时代码执行的现象，B板用于产生信

号触发A板开始演示。 

1. A板设置三个IO信号，A1为进入外部中断后翻转一次，A2为擦除sector前后翻转一次，A3为擦

除sector过程中程序执行IO翻转。 

2. B板产生信号B1和B2，在置B1为高电平并延迟5ms后再置B2为高电平。 

3. 当A板检测到B1高电平后，等待1ms开始执行一个sector擦除操作，B2信号连接A板的外部中

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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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图：A板程序运行在非零等待区，擦除的是非零等待区(0x08080000)地址的sector，A1外部中

断在擦除完成后才进入，并且擦除过程中的A3 IO翻转无法执行（CPU失速程序被hold）。 

 B图：A板程序运行在零等待区，擦除的是非零等待区(0x08080000)地址的sector，A1外部中断

在擦除过程中正常进入，并且擦除时候的A3 IO翻转也正常执行。 

图 3. 逻辑分析仪演示示意图 

外部信号：产生中断

及时处理中断

擦除操作

擦除过程中执行IO翻转

外部信号：需要执行擦除

外部信号：产生中断

延后处理中断

擦除操作

擦除过程中无法执行IO翻转

外部信号：需要执行擦除

A1
A2
A3
B1
B2

A1
A2
A3
B1
B2

A图

B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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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mo code 

demo程序中使用AT32F403A的开发板做演示。流程如下 

1. 通过开发板上的USER按键执行flash的sector erase操作。 

2. 在sector erase时USART使用发送TDC中断，在中断中打印数据’.’。 

3. 通过erase期间串口是否正常打印数据来判断程序是否正确执行 

程序中建有两个project target，通过宏定义区分。executable_project将串口中断处理函数放在零等

待区（ZW），hold_project将串口中断处理函数放在非零等待区（NZW），如下图 

图 4. 定义 USART 中断函数位置 

 

 

executable_project： 

擦除期间USART中断正常进入，并发送数据，如下图 

图 5. executable_project 打印 

 

 

hold_project： 

擦除期间USART中断无法正常进入，不能发送数据，如下图（图中usart发送的2个数据是代码打开

usart中断到FLASH_CTRL寄存器写入ERSTR位之间的时间内发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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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hold_project 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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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版本历史 

表 2. 文档版本历史 

日期 版本 变更 

2022.01.17 2.0.0 最初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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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通知 - 请仔细阅读 

买方自行负责对本文所述雅特力产品和服务的选择和使用，雅特力概不承担与选择或使用本文所述雅特力产品和服务相关的任何责任。 

无论之前是否有过任何形式的表示，本文档不以任何方式对任何知识产权进行任何明示或默示的授权或许可。如果本文档任何部分涉及任何

第三方产品或服务，不应被视为雅特力授权使用此类第三方产品或服务，或许可其中的任何知识产权，或者被视为涉及以任何方式使用任何

此类第三方产品或服务或其中任何知识产权的保证。 

除非在雅特力的销售条款中另有说明，否则，雅特力对雅特力产品的使用和/或销售不做任何明示或默示的保证，包括但不限于有关适销性、

适合特定用途(及其依据任何司法管辖区的法律的对应情况)，或侵犯任何专利、版权或其他知识产权的默示保证。 

雅特力的产品不得应用于武器。此外，雅特力产品也不是为下列用途而设计并不得应用于下列用途：(A) 对安全性有特别要求的应用，例

如：生命支持、主动植入设备或对产品功能安全有要求的系统；(B) 航空应用；(C) 汽车应用或汽车环境，且/或(D) 航天应用或航天环境。

如果雅特力产品不是为前述应用设计的，而采购商擅自将其用于前述应用，即使采购商向雅特力发出了书面通知，采购商仍将独自承担因此

而导致的任何风险，雅特力的产品设计规格明确指定的汽车、汽车安全或医疗工业领域专用产品除外。根据相关政府主管部门的规定，

ESCC、QML 或 JAN 正式认证产品适用于航天应用。 

经销的雅特力产品如有不同于本文档中提出的声明和/或技术特点的规定，将立即导致雅特力针对本文所述雅特力产品或服务授予的任何保证

失效，并且不应以任何形式造成或扩大雅特力的任何责任。 

© 2022 雅特力科技 (重庆) 有限公司 保留所有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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