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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MSP430的手持式 RFID读写器 LCD接口设计 

潘盛辉，郭毅锋，黄丽敏 

(广西工学院 电子信息与控制工程系，广西 柳州 545006) 

摘 要：根据 MSP430F149单片机和 SED1335液晶控制器的性能特点，设计了基于 MSP430F149单片机的手持式 

RFID读写器的液晶显示接口。并论述了LCD接口的硬件设计方法和软件设计方法，给出了相应的硬件接口电路和 

按照显示控制时序设计的控制程序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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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RFID技术 目前广泛应用于身份识别、防伪应用、供应链管理、公共交通管理、物流管理、生产线 自动化 

与过程控制、容器识别等领域⋯。根据不同的应用要求，RFID系统的具体功能有所差别。而RFID卡(电子 

标签)的信息显示是读写器的主要功能之一 2，本课题研究的是通用的手提式 RFID读写器，因而系统显示 

器应选用具有功耗低、体积小、重量轻、超薄等优点的液晶显示器。 

本文论述了 RFID读写器中MSP430单片机与 LCD模块接口的硬件设计的方法，以及 LCD显示相关 

信息的软件设计方法。 

1 MSP430F149单片机性能特点 

MSP430F149是 TI公司推出的16位系列单片机，能驱动液晶多达 120段，超低功耗使其在用电池供电 

的便携式设备应用中表现出非常优良的特性，非常合适于手持式 RFID读写器。片内数控振荡器可以调整 

MSP430F149单片机的工作频率，以适应不同外设的需求，提高了系统的利用效率；大容量的片内存储器使 

得系统在不需要外加存储设备的情况下就能实现大规模数据的存储，使得能够设计出内容丰富、美观的手持 

式 RFID读写器的LCD显示界面。 

MSP430F149含有 P1、P2、P3、P4、P5、P6口等六个并行端口，各个端口都有丰富的功能及大量的控制寄 

存器供用户操作。其中P1和P2各有 7个寄存器用于引脚独立控制，可用作 I／O，且都具有中断能力，每个 

信号都可作为一个中断源。P3、P4、P5和P6端口可作为普通的I／O工作，能实现输入、输出功能和外围模 

块功能，相应端口各有4个寄存器供用户使用。设计中采用其中的3个I／O口，可以在不需要外扩设备的情 

况下，完成LCD显示控制电路的连接，从而使硬件接口电路变得简单，节省了外部资源且增强了系统抗干扰 

能力。 

2 SED1335控制器的性能特点 

SED1335控制器是一种宽工作电压控制器(2．7 V～5．5 V)，能在较高时钟频率下工作(一般为 1 MHz 

～ 10MHz)，访问它时不需要判别其当前工作状态。SED1335液晶控制器与单片机相接的控制信号主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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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个，分别是： ． 

AD：输入态SED1335寄存器选择端。 ，rs 

／CS：输入态$ED1335片选端，低电 有效。 
／RD，，、vR 

／RD：输入态SED1335读操作信号端。 ’ 

／WR：输入态SED1335写操作信号端。 DO．D7 

D0--D7：数据总线。 (write) 

SED1335控制器的工作时序如图1所示。 DO．D7 

要使 SED1335能正确地控制 LCD进行相关信 (read) 

息的显示，那么 MSP430F149单片机必须给控制器 

正确的电平信号才能实现，而且控制信号电平变化 

的时间以及顺序必须满足图 1的时序。 

3 LCD接口硬件的设计 

根据手持式 RFID读写器的低功耗要求，系统 

主控芯片选用具有超低功耗、强大处理能力、丰富的 

片上外围模块及多种存储器形式的MSP430F149 

单片机[2·3l，显示设备选用 DMF50840单色液晶显 

示器，液晶显示控制器采用 SED1335．MSP430F149 

与 SED1335及 LCD模块接口电路如图 2所示。 

MSP430F149的 P3．0、P3．1、P3．2、P3．3分别 

与 SED1335模块的 A0、CS、RD、WR引脚相连接， 

P4口与SED1335的数据总线进行连接。SED1335 

的行列驱动线、帧驱动线分别与 LCD的对应线相连 

接，并将 SED1335的数据线与 LCD数据线连接。 

单片机对 SED1335的控制采用软件模拟总线时序 

的方法，即对 P3．0、P3．1、P3．2、P3．3的高低电平控 

制，可以实现 LCD显示控制。在此电路中没有利用 

数据总线来实现数据的传送，数据的传送直接通过 

'I／O口实现，其接口信号组合功能如表 1所示。 

4 LCD接口软件设计 

图 1 SED1335适配 MSP430F149时序图 

P3．0 

P3．1 

P3 2 

P3-3 

CS 

RD 

＼vR 

图 2 LCD接口电路 

表 1 接口信号组合功能表 

接 
逆 
变 
器 

RFID读写器需要显示相关的数字、字母以及汉字内容 ，需要对不同的显示类型进行对应编程，并进行 

子程序化，使程序具有通用和简捷的特性，从而提高整个系统的执行效率。 

RFID读写器LCD接口程序应包括单片机初始化、控制引脚时序电平模拟、LCD操作等子程序。接口 

软件首先完成对主控芯片MSP430F149的初始化，其后是完成对总线时序的模拟。只有在正确的时序下， 

主控芯片才能对 LCD进行正确的显示控制【4]。 

根据LCD接口的硬件连接，MSP430F149用作控制信号线的P3口实现模拟总线时序，时序如图 1所 

示，具体控制方法如下： 

① 置 P3．1为低电平 0，保证 $ED1335片选有效； 

② 置 P3．3和 P3．2为高电平 1； 

③ 如为写数据，则将需要发送的数据送P5口；如为读数据，则进行下面的步骤； 

④ 如发送或接收的数据为给LCD的控制信息，则置P3．0为高电平 1；如发送或接收的数据为LCD的 

显示信息，则置P3．0为低电平0；使SED1335的A0满足相关时序要求； 

动 一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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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如为写数据，则置P3．3为低电平0，使“写”有效；如为读 

数据，则置P3．2为低电平0，使“读”有效； 

⑥ 恢复P3．3或 P3．2为高电平 1； 

⑦ 最后复位 A0． 

按照以上步骤，向 SED1335依次传送初始化代码初始化 

SED1335，使其能处于正常工作状态；只有控制器 SED1335正确 

初始化后，才能控制LCD进行显示。 

完成以上步骤后，可以向LCD送数据完成显示。由于显示信 

息有数字、字母以及汉字等内容，而不同类型的显示内容在 LCD 

上所占用的格式是不同的，所以针对不同类型的显示内容需要编 

写不同的显示控制程序。为了便于使用，将其子程序化，在进行显 

示前，首先判断显示数据的类型，并分别调用汉字、数字、字母的显 

示子程序进行数据显示。接口软件程序流程图如图3所示。 

另外，根据RFID读写器的功能要求，用户显示的具体内容如 

RFID卡号等信息，将通过调用存放在FLASH存储器中相应数据 

的子程序来完成。 

4 结束语 

MSP430F t49初始化 

初始化液晶控制器 
SEDl335 

手持式RFID读写器 L(=【)接口硬件采用模拟总线时序进行 

数据传输，节省了系统总线资源，使接口电路变得简单。接口程序 图3 接口软件程序流程图 

采用C语言进行开发，具有较好的可读性和移植性，可以大大提 

高开发效率，缩短开发周期。应用表明，该显示接口具有低功耗特点，实现了显示中英文字符以及其他符号 

的功能，满足了读写器的操作菜单及射频卡信息显示的要求，为手持式RFID读写器提供了友好的人机交互 

接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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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of LCD interface for portable RFID reader based on MSP430 

PAN Sheng-hui，GUO Yi—feng，HUANG Li—min 

(Department of Electronic Information and Control Engineering， 

Guangx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Liuzhou 545006，China) 

Abstract：According to the MSP430F149 MCU function characteristic and the controlling sequence of LCD con— 

troller SED1335，the LCD intedace of portable RFID reader was designed based on MSP430F149 MCU．L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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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语 

通过坐标变换把圆环面中心轴和球心同时变换到XOZ平面，然后通过判断球心和圆环面小圆圆心的 

距离来分析圆环面和球面相交的情况及确定交线的区域等，最后给出了利用“结式法”计算的圆环面和球面 

求交实例。根据实例，此分析有如下特点： 

(1)给出了判别圆环面和球面不相交的条件； 

(2)能够计算出圆环面和球面相交的孤立点； 

(3)能够准确的确定交线的极限位置，为交线计算确定精确的搜索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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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lysis of the intersection of torus／sphere based 

on coordinate transformation 

PANG Xin—wei．CHEN Yan-hui 

(Department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Guangx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Liuzhou 545006，China) 

Abstract：The paper discusses the position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litter circles of torus and the section circle of 

sphere figured out the intersection of torus and sphere when the central axis of toms and sphere center in XOZ 

coordinate plane through coordinate transformation．Furthermore，the author offers the diagram and the exam ple 

of judging the intersection of the mum／sphere． 

Key words：torus；sphere；intersection；coordinate transform 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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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face hardware design method and software design procedures were discussed．And a corresponding hardware 

interface circuit and the programs controlled by the SED1335 control procedure were given．The application indi． 

cares that it provides a solution to implement friendly human machine interactive interface for RFID reader
． 

Key words：M SP430 MCU ；RFID reader；LCD interf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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