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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您关注和使用我们的液晶显示器产品， 欢迎您提出您的要求、意见

和建议，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让您满意。您可以浏览  www.shsixian.com 了解

最新的产品与应用信息，或拨打热线电话 021-53083613以及向sx@shsixian.com

邮箱发 E-mail获取具体的技术咨询与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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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产品简介 
        主要工艺：COG 

显示内容：160X160点阵 
显示模式：FSTN，B&W 
驱动条件：1/160Duty 1/10Bias 
视向：6：00 
背光：LED，白光 
工作温度：-20℃-+70℃ 

储存温度：-30℃-+80℃ 

控制 IC：UC1698U 

2、机械特性 
类别 标准值 单位 
模块 83.8(w)X76.5(h)X9.0 (t) mm 

有效显示区 60.0(w)X60.0 (h) mm 
点大小 0.32(w)X0.32(h) mm 
点间隙 0.02(w)X0.02 (h) mm 

3、产品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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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电气特性 
类别 符号 最小值 典型值 最大值 单位 

电源电压 VDD—VSS 3.2 3.3 3.4 

Ta=0℃ - - - 

Ta=25℃ +15.5 +16.5 +17 液晶驱动电压 VLCD—VSS 

Ta=50℃ - - - 

VIH 0.8VDD - - 
输入信号电压 

VIL  - 0.2VDD 

V 

关背光 - 1.70 3.3 µA 
电源输入电流 IDD 

开背光 - - 78 mA 

LED电源电压 VLED 4.2 4.7 5.2 V 

LED背光电源 ILED - 75 80 mA 

5、极限参数 
 
参数 符号 最小值 最大值 单位 备注 
电源电压 VDD-VSS -0.3 4.0 V  
液晶驱动电压 VLCD－VDD -0.3 19.8 V  
工作温度范围 Top -20 +70 ℃  

储存温度范围 Tst -30 +80 ℃  

温度 RH  90% ℃ （Max60C） 

 

6、光学特性（视角：6：00） 
项目 符号 条件 典型 单位 备注 

Øf 40 Øf视角方向 
Øb 30 Øb视角反方向 
Øl 30 Øl视角左方向 

视角范围 

Ør 

对比度≥2 

30 

弧度 

Ør视角右方向 
上升时间 TR 150  
下降时间 TF 250 

ms 
 

帧频 FRM 70 Hz  
对比度 CR 

TA=25℃ 

6.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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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接口时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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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引脚描述 

引脚编号 引脚名称 方向 引脚功能描述 

1 VSS -- 逻辑电源地 

2 CD I/O 
数据/指令选择：高电平：DB0~DB7为显示数据 
               低电平：DB0~DB7为操作指令 

3 (WR0)/WR O 当接口定义为 8080接口时，/WR为写入控制脚,低有效 

4 (WR1)/RD O 当接口定义为 8080接口时，/RD为读控制脚，低有效 

5 /CS O 片选信号，低电平有效 

6 /RST O 复位信号，低电平有效 

7 VDD -- 逻辑电源正 

8 DB0 I/O 数据输入输出引脚 

9 DB1 I/O 数据输入输出引脚 

10 DB2 I/O 数据输入输出引脚 

11 DB3 I/O 数据输入输出引脚 

12 DB4 I/O 数据输入输出引脚 

13 DB5 I/O 数据输入输出引脚 

14 DB6 I/O 数据输入输出引脚 

15 DB7 I/O 数据输入输出引脚 

16 BLK -- 背光电源负 

17 NC -- 悬空 

18 BLA -- 背光电源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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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命令描述、 
CD:    0:指令    1：数据 
W/R:   0:写时钟  1：读时钟 
#：有效位于      -：无关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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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模块外型尺寸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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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模块使用注意事项。 
一、 处理保护膜 
液晶模块表面贴有一层透明的保护膜，以防在装配时沾污显示表面，在整机装配结束前不

得揭去，以免弄脏或损坏显示面。 
二、 加装衬垫 
在模块与前面板之间最好装一块约 0.1毫米左右的衬垫。面板还应保持平整，以免在装配

后产生行扭曲，可提高其抗持振性能。 
三、 严防静电 
静电是一种客观的自然现象，干燥和多风的秋天是静电的多发季节。人体由于自身的动作

及与其它物体的接触一分离、摩擦或感应等因素，可以带上几千伏甚至上万伏的静电。静电放

电引起的元器件击穿损害是电子工业最普遍、最严重的静电危害，它分硬击穿和软击穿。硬击

穿是一次性造成元器件介质击穿、烧毁或永久性失效；软击穿则是造成器件的性能劣化或参数

指标下降。液晶模块中的控制、驱动电路是低压（3.3V-5V）、微功耗的 CMOS 电路，极易被
静电击穿，所以在操作、装配，以及使用中都要小心，严防静电。具体措施如下： 

1） 不要用手随意去摸外引线、电路板上的电路及金属框。 
2） 若必须直接接触时，应使人体与模块保持同一电位，或将人体良好的接地，操作

人员应在手腕上带防静电手带，这种手带应有良好的接地性能。 
3） 焊接使用的电烙铁必须良好接地，没有漏电。 
4） 操作的电动该锥等工具必须良好接地，没有漏电。 
5） 不得使用真空吸尘器进行清洁处理。因为它会产生很强的静电。 
6） 空气干燥，也会产生静电，因此，工作间湿度应在 RH60%以上。 
7） 地面、工作台、椅子、架子、推车及工具间都应形成电阻接触，以保持在同一电

位上，否则也会产生静电。 
8） 铺设防静电地板或地毯。目前已有这种具有一定导电性能的塑料地板或地毯产品，

能十分有效抑制由于人的行走产生静电。 
9） 取出或放回包装袋或移动位置时，也须格外小心，不要产生静电。不要随意更换

或舍弃原包装。 
★ 在此提醒各位客户：静电击穿是一种不可修复的损坏，为了避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请严格遵守防止静电措施。 
四、 装配注意事项 
1） 产品经过精心设计组装而成的，请勿随意自行加工、修整； 
2） 金属框爪不得随意扭动、拆卸； 
3） 不要随意修改加工 PCB板外形、装配孔、线路及其部件； 
4） 不得修改导电胶条； 
5） 不得修改任何内部支架； 
6） 不要碰、摔、扭曲、扭动模块。 
五、 焊接注意事项 
在焊接模块外引线、接口电路时，应按如下规程进行操作： 
1） 烙铁头温度小于 280 ℃； 
2） 焊接时间小于 3-4秒； 
3） 焊接材料：共晶型、低熔点； 
4） 不要使用酸性助焊剂； 
5） 重复焊接不要超过 3次，且每次重复需间隔 5分钟。 
六、 模块的使用与保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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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模块的外引线不允许接错，在您想调试液晶模块时，请注意正确接线，尤其是正、

负电源的接线不能有错，否则可能造成过流、过压、烧毁电路上的芯片，损坏元器件等； 
2） 模块在使用时，接入电源及断开电源，必须在正电源稳定接入以后，才能输入信

号电平。如在电源稳定前或断开后输入信号电平，有可能损坏模块中的 IC及电路； 
3） 使用时，接入逻辑电电源和驱动电源的顺序应是先逻辑电源，后驱动电源；断电

时，应先驱动电源，后逻辑电源。这样做有肋于保持屏的良好显示效果和避免在上电、断电时

的电压冲击损坏。所以推荐使用带控制的 DC-DC电源做为模块的驱动电源； 
4） 点阵液晶模块显示时的对比度、视角与温度、驱动电压关系很大，所以，如果 VEE

调整过高，不仅会影响显示，还会缩短模块的使用寿命； 
5） 因为液晶材料的物理特性，液晶的对比度会随着温度的变化而相应变化，所以，

您加的负电压值应该随温度作相应的调整，大致是温度变化 10℃，电压变化 1 伏。为满足这
一要求，您 /可做一个温度补尝电路，或者安排一个电位器，随温度调整负电压值； 

6） 不应在规定工作温度范围以外使用，并且不应在超过存储极限温度的范围外存储，

如果温度低于结晶温度，液晶就会结晶，如果温度过高，液晶将会变成各向同性的液体，破坏

分子取向，使器件报废； 
7） 用力按压显示部分会产生异常显示。这时切断电源，稍待片刻重新上电，即恢复

正常； 
8） 液晶显示器件或模块表面结雾时不要通电工作，因为这将会引起电极化学反应产

生断线； 
9） 长期用于阳光及强光下时，被遮部分会产生残留影像，您在购买时可选择带防紫

外线功能的产品。 
七、 模块的存储 
若长期（如几年以上）存储，我们推荐以下方式： 
1、 装入聚乙稀口袋（最好有防静电涂层）并将口封住； 
2、 在-10℃~+35℃之间存储； 
3、 放暗处，避强光； 
4、 决不能在表面压放任何物品； 
5、 严格避免在极限温/湿度条件下存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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