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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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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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产品简介产品简介产品简介产品简介 
        主要工艺：COG 

显示内容：240X128 点阵 
显示模式：STN，POSITIVE 
驱动条件：1/128Duty,1/12Bias 
视向：6：00 
背光：LED，白色 
工作温度：-20℃-+70℃ 

储存温度：-30℃-+80℃ 

驱动 IC：UC1608 

2、、、、 引用文件引用文件引用文件引用文件 
       UC1608 规格书 

3、、、、机械特性机械特性机械特性机械特性 
 

类别 标准值 单位 
模块 131.5（w）X91.00(h)X9.2(t)Max mm 

有效显示区 112.0(w)X62.0(h) mm 

点大小 0.4(w)X0.4(h) mm 

点间隙 0.05(w)X0.05(h) mm 

 
4、、、、光电特性光电特性光电特性光电特性 

类别 符号 条件 最小值 TYP 最大值 单位 

驱动电压 Vop. 25℃ 8.8 9.0 14.5 V 

响应时间 Ton 25℃ — 127 400 Ms 

Toff 25℃ — 263 400 Ms 
对比度 

CR 25℃ — 9 — — 

视角范围  25℃ — 88 — DEG 

交叉效应  25℃ — 1.2 — — 

 
5、、、、极限参数极限参数极限参数极限参数 
 
参数 符号 最小值 最大值 单位 
逻辑电压 Vdd -0.3 +3.30 V 
驱动电压 Vout,VO -0.3 +14.5 V 
工作温度 Top -20 +70 ℃ 
存储温度 Tst -30 +8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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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接口时序接口时序接口时序接口时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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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直流特性直流特性直流特性直流特性（（（（VDD=2.84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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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引脚描述引脚描述引脚描述引脚描述 
接口定义： 

 

注： 辅助字库IC 的应用可以参考《标准汉字字库芯片使用手册》，在 

公司网站可以下载 

引脚编号 引脚名称 方向 引脚功能描述 

1 VSS I 逻辑电源地 0V 

2 VDD I 逻辑电源正 3.3V 

3 CS I 片选信号，H 有效 

4 C/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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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WR0 

I 

当接口定义为 6800 接口时，读/写控制脚：RW=H：读操作 

                                      RW=L：写操作 

当接口定义为 8080 接口时，/WR 为写入控制脚 

6 
WR1 

I 
当接口定义为 6800 接口时，为使能控制脚，E=H 有效 

当接口定义为 8080 接口时，/RD 为读控制脚，低有效 

7 DB0 I/O 数据输入输出引脚 

8 DB1 I/O 数据输入输出引脚 

9 DB2 I/O 数据输入输出引脚 

10 DB3 I/O 数据输入输出引脚 

11 DB4 I/O 数据输入输出引脚 

12 DB5 I/O 数据输入输出引脚 

13 DB6 I/O 数据输入输出引脚 

14 DB7 I/O 数据输入输出引脚 

15 G/CS I 片选输入，低有效（辅助 IC） 

16 G-SO - 串行数据输出（辅助 IC） 

17 G-SI - 串行数据输入（辅助 IC） 

18 SCLK - 串行时钟输入（辅助 IC） 

19 LED+ I 背光电源,LED+（3.3V） 

20 LED- I 背光电源,LED-（0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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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命令描述命令描述命令描述命令描述 
指令表指令表指令表指令表：：：：    

 

指令介绍指令介绍指令介绍指令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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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附录附录附录附录 
初始化程序参考初始化程序参考初始化程序参考初始化程序参考：：：： 

 
//..........初始化.......... 
void lcm_init(void) 
{ 
 lcm_cs=0; 
 lcm_wr1=0; 
 delay_n_ms(20); 
 send_cmd(0xE2);//Software Reset 
 delay_n_ms(20); 
 send_cmd(0x25);//Set Multiplex Rate and Temperature Compensation 
 send_cmd(0xEA);//Set LCD Bias Ratio(1/12 bias) 
 send_cmd(0x81);//Set Gain and Potentiometer 
 send_cmd(0x88);//Set Gain and Potentiometer 
 send_cmd(0x2C);//Set Power Control 
 send_cmd(0x8D); 
 send_cmd(0xC0); 
  
 send_cmd(0x40);//Set Start Line 
 send_cmd(0xAF);//Set Display 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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