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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MSP430的智能仪表的LCD驱动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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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介绍了基于MSP430单片机的智能仪表的微功耗中英文人机界面的设计思路和方法，并 

给出了重要的程序。通过 MSP430F147与字符型 LCD(液晶显示器)接 口电路，实现了中文人机界面 

的设计方案。详细介绍了以 MSP430F147为核心进行液晶显示驱动的实现方法，给出了软硬件设计的 

相关内容。同时，对 MSP430F147超低功耗控制的关键问题进行论述，低功耗特性的基本要求贯穿于 

中文人机界面的设计始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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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1'I公司设计的MSP430单片机在超低功耗方面有 

突出的表现，被业界称为绿色单片机。同时，它内部有 

丰富的片内外围模块，是一个典型的SoC(片上系统)， 

又是 16位的RISC(精简指令集计算机)结构，功能相 

当强大，被广泛应用于嵌入式系统中。 

在小型测控仪表中越来越多地使用了LCD(液晶 

显示器)。LCD本身不会发光，是利用外部光的反射 

原理，当笔端所加的交流信号与公共端的信号异相时， 

该笔端就会被点亮，若同相，则该笔端不会点亮。LCD 

功耗小，字形美观，使得测控仪表可用集成电池来供 

电。现在大量测控仪表均采用单片机为主控器件，所 

以在LCD与单片机之间存在接口电路，通常由专用的 

IC来完成，SED1335液晶控制器就是其中的一种。 

1 MSP430与SED1335的主要特点 

MSP430系列控制器通过 16位 RISC结构、CPU 

中的16个寄存器和常数发生器使 MSP430微控制器 

能达到最高代码灵活度。时钟源可以使器件达到最低 

的功率损耗、DCO(数字控制振荡器)可使器件从低功 

耗模式迅速唤醒，在少于6 s的时间内激活到活跃的 

工作方式。MSP430系列器件均是工业级的，运行环 

境温度为一40℃～ +80℃。MSP430单片机的特点 

有：低电压、超低功耗；强大的处理能力；系统工作稳 

定；丰富的片内外设；保密性能佳。 

SED1335具有很强的功能，其特点是：有较强功能 

的I／O缓冲器；指令功能丰富；4位数据并行发送，最 

大驱动能力为64O×256点阵；图形和文本方式混合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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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具有垂直、水平和滚动功能；图形方式下具有三重 

屏幕显示；内含有 160个点阵字符的字符发生器；低功 

耗：工作电流5 mA，休眠电流0．05 mA(I，DD=5 V)。 

2 硬件设计方案以及底层驱动程序 

MSP430具有超低功耗的特点主要来源于两方 

面：一是低电压工作，其工作电压为 1，8 V～3．6 V，这 

是一般微处理器所无法达到的；二是具有多种工作模 

式，具有MCLK(主时钟)、ACLI<(辅助时钟)、SCLI<(子 

系统时钟)3种工作频率，解决了运行速度、数据流量 

与低功耗系统的矛盾。 

SED1335的电源电压、高电平识别范围、低电平识 

别范围如表 1所示。结合 MSP430及 SED1335情况可 

选择工作电压为3．5 V，实现低电压工作。 

表 1 SED1335电源电压及电平识别范围 

输入电源电压 高电平识别范围 低电平识别范围 

c／V (0．5vcc— c)／V (0—0．EVec)／V 

SED 1 3 35内部振荡器的工作范围为1 MHz～ 

10 MHz，能在很高的工作频率下迅速地识别微控制器 

发出的指令代码。实践表明工作，单片机工作频率选 

为3 MHz～5 MHz比较合适，MSP430完全可以不需外 

加晶振，利用控制其内部的DCO来实现，编程时只需 

对寄存器BCSCTL1和 DCOCTL进行设置。 

MSP430F147共有 6个端口，共48个 I／O引脚，而 

且每一个I／O引脚都可以通过编程来设置其输人输出 

方式。因此，利用 MSP430F147丰富的引脚资源直接 

通过输入输出引脚控制。SED1335与单片机的接口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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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数据部分和控制部分。其中数据部分是8条数据线 

(DB0～DB8)，控制部分包括RESET(复位)、RD(读)、 

WR(写)、CS(片选)、A0(数据类型选择)。 

MSP430F147与 SED1335的接线原理如图 1所 

示。其中：P4口控制DBO～DB7，P1．3～P1．7分别与 

WR、RD、CS、A0、RESET相连。在开发 MSP430F147过 

程中所采用的编译器为IAR Embedded Workbench，该 

嵌入式工作台具有通用性好、功能强大等特点，可以采 

用汇编或 C语言进行程序设计。 

图 1 MSP430FI47与 SED1335接线原理 

根据 SED1335时序图并结合 IAR Embedded 

Workbench编译 器 的 特点，可得 到 MSP430控 制 

SED1335的最重要的两个底层驱动函数：写命令函数 

sed1 335
一

write
— comlllal'ld(Uchar commandcode)和写数 

据函数 sed1335一write—data(Uchar data)。有了这两个 

函数，可以方便地控制 SED1335。 

void sed1335
一
write

_ command(Uchar comm~ndcode) 

{ 

P4 OUT=commandcode； ／／将命令代码送入 P4口数据寄存器 

P1 OUT l_0X40； ／／A0=1(P1．6=1)MPU把指令写入指令 

输入缓冲器 ‘ 

P1 OUT I=OXlO； ／／RD=1(P1．4=1)RD引脚置为高电平 

P1 OUT&=OXF7；／／WR=0(P1．3=0)wR引脚置为低电平 

P1 OUT I=OX08； ／／WR=1(P1．3=1)wR引脚置为高电平 

} 

void sed1335_

write
— data(Uchar data) 

{ 

P4 OUT=data； ／／将数据送入P4口数据寄存器 

PI OUT &=OXBF； ／／AO=0(P1．6=0)MPU把数据写入数 

据输入缓冲器 

PI OUT I=0Xl0； ／／RD=1(P1．4=1)RD引脚置为高电平 

P1 OUT &=0XF7； ／／WR=0(P1．3=0)wR引脚置为低电平 

P1 OUT l_OX08；／／WR=1(P1．3=1)wR引脚置为高电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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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中文菜单实现 

在工业测量控制仪器中，许多控制仪器需要显示 

控制菜单和分析测量结果等文字。通过 LCD和按键 

配合操作可完成各种功能选择和参数的设置，由于全 

部采用汉字显示菜单，界面友好、直观，便于使用。同 

时，由于 LCD分辨率高，功耗小，使用变得越来越普 

遍。软件初始化程序是根据 SED1335的指令集设置 
一 些有关 LCD模块的特性初始化，以便LCD模块能 

正确显示图文信息，主要通过调用写命令和写数据驱 

动子程序来实现。 

3．1 菜单的显示 

通常意义下的菜单一般包括表格和文字，如图2 

所示。 

图2 菜单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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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的显示相对容易，主要是横竖线的显示，这里 

不再叙述。汉字是以点阵的方式表示，显示时需要借 

助辅助软件，提取汉字的字模数据代码，点阵的规模决 

定了汉字的大小和清晰度，通常有 16 X 16、24 X24、48 

X48等。 

以下以24 X 24汉字显示程序为例，介绍汉字的显 

示方法。 

void lcd
—

show_24(const Uchar pch，Uchar ) 

{ 

Uchari； 

sed1335
_

write
— command(CsrDirR)； ／／设置光标移动方向 

f0r(i=0；i<72；i+=3) 

{ 

temp x+Y 0x30： 

sed1335
一

write
— command(CsrW)； 

sed1335
_

write
— data(temp％256)； ／／送数据地址低 8位 

sed1335
一

write
— data(temp／256+0x40)； ／／送数据地址高 8 

位 

sed1335
一

write
— command(reWrite)； ／／送写数据命令代码 

sed1335
_
write

_ data(～(女(pch+i)))；／／送数据进入显存 

sed1335
_

write
— data(～(女(pch+i+1)))； 

sedl335
_ write data(～(}(pch+i+2)))； 

Y+ =1； 

} 

} 

上述程序中：pch是存放汉字字模数据地址的指 

针；x、Y代表汉字显示位置的横坐标和纵坐标；Temp 

表示光标的位置，数值大小为输出显存的位置；CsRW 

宏用来设置光标地址，大小为 46H；CsrDirR宏用来确 

定显示完成当前数据后光标自动移动的方向，大小为 

4CH；mWrite宏指令允许单片机连续把数据输入显示 

区，大小为42H。 

3．2 菜单选项的切换 

菜单的移动需要菜单选项与键盘相互配合，在设 

计中利用反白显示的方式进行菜单选项的切换，汉字 

的反白显示与上述正常显示区别不大，只需把送人显 

存的数据取反即可。MSP430的Pl、P2口具有中断功 

能，将P2．4一P2．7外接键盘，分别为上移键、下移键、 

确定键、返回键。当有键按下时，进人中断，通过查询 

标志寄存器判断按键，从而实现相应的功能。以下是 

键盘中断程序，需要指出的是必须设置一个 location— 

flag指示菜单当前反白位置。 

却r~nla vector=PORT2 VECTOR 

interrupt void port2
一 key(void) 

{ 

delay(50)； 

while(～P2IN&0XF0)； ／／判断是什么键盘按下 

if(P2IFG&BIT4) ／／P2．4=0上移键按下 

{ 

key
_
flag=4； 

location
—

flag一 一； 

if(1ocation_flag<O) 

location
— flag=O；／／修改位置指针 

} 

else if(P2IFG&BIT5) 

key
_ flag=5； ／／P2．5=O下移键按下 

location
_

flag + +； 

if(1ocation—flag>3) 

location
_ flag=3；／／修改位置指针 

else if(P2IFG&BIT6) ／／P2．6=0确定键按下 

{ 

key
—

flag =6； 

} 

else if(P2IFG&BIT7) 

{ 

key flag =7： 

} ／／P2．7=0返回键按下 

P2IFG&=0XOF； ／／清除中断标志 

} 

3．3 菜单的嵌套 

在人机界面中，主次菜单的使用已经非常普遍，菜 

单的嵌套实现也非常方便。在主菜单中，首先通过按 

键移动到相应的菜单选项，按确认键后，进人次级菜 

单。主程序中首先判断出是否是确认键，如是则结合 

当前菜单选项位置，写具体的次级菜单。需要指出的 

是，次级菜单的显示和主菜单的显示方法完全一致，需 

要对SED1335重新进行初始化。 

4 结束语 

通过 MSP430F147控制SED1335的软、硬件设计 

方案，实现LCD人机交互界面。具有体积小、电压低、 

功耗低、不需外接晶振的优点。本文所介绍的驱动 

SED1335进行液晶显示的实例，在以MSP430为内核 

的便携式仪表和自动控制系统中有很高的实际应用价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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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view of Data Integration Techniques in Information Systems 

ZHAo M iaO 

(Southeast University，Nanjing 210096，China) 

Abstract：This paper reviews the state．of-the．art of data integration and future trend of information tech— 

niques． Mainly we analyze the processes of ETL(data extraction，transformation and loading)and data clean． 

ing Besides，we also compare an d evaluate man y commercial ETL tools from the pe rspective of supporting data 

source an d supporting data tran sform ation．Th is comparison would help the using of information systems
，
an d 

it also provides a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the evolution of such systems． 

Keywords：inform ation；data integration；ETL；data clea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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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of LCD Drive for Intelligent Instrument Based on MSP430 

PENG Fang，ZHANG Maoqing，QIAN Weiqing，HUAN Hongcai 

(Soochow University，Suzhou 215021，China) 

Abstract：Th is paper introduces the Design of Driving LCD of Intelligent Instrument Based on MSP430 

series sinde—chip controller，and百ves the example procedure at the san'le time．Man．machine interface play an 

importan t role in the embedded systems which use single．chip controller as its COle
．
W ith the use of LCD inter- 

face circuit，the Chinese and English display interface has been realized
． Th e LCD system drive method baSed 

on MSP430 is introduced in details and the related content about the software and hardware devise are presen． 

ted．In addition，some key issues on MSP430 ultra—low．power control are discussed
． Ultra．1ow．pe wer charac． 

teristic through out the Chinese Man—machine interface design usually is its basic requirement
． 

Keywords：MSP430F147；LCD；SED1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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