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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意 事 项 
十分感谢您购买我公司的产品。在使用前请您首先仔细阅读以下注意事项，以免给您造成不必要的损失。您

在使用过程中遇到困难时，请打拨打我公司电话，我们将尽力为您提供服务和帮助。 

一、 处理保护膜 

在装好的模块成品表面贴有一层保护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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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装一块约0.1 毫米左右的衬垫。面板应保持平整，以免在装配后产生扭曲，并可

提高其抗振性能。 

三、严防静电 

模块中的控制、驱动电压是低压、微功耗的CMOS 电路，极易被静电击穿。静电击穿是一种不可修复的损

坏，而人体有时会产生高达几十伏或上百伏的高压静电，所以在操作、装配以及使用中都应极其小心，严防静电。

为此： 

1. 不要用手随意去摸外引线、电路板上的电路及金属框； 

2. 如必须直接接触时，应使人体与模块保持在同一电位或将人体良好接地； 

3. 焊接使用的烙铁和操作用的电动工具，必须良好接地，没有漏电；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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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空气干燥也会产生静电，因此工作间湿度应在RH60%以上； 

6. 取出或放回包装袋或移动位置时，也需小心防止产生静电，不要随意更换包装或舍弃原包。 

四、装配操作时的注意事项 

1. 模块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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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路极其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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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曲、扭动模块。 

五、焊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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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2. 焊接时间小于3～4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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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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模块的外引线决不允许接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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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压烧电路上的芯片等，对液晶模块元器件有损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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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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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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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您加的负压值，应该随温

度作相应的调整。大致是温度变化10°C 电压变化1 伏。为满足这一要求您可做一个温度补偿电路或者安排一个

电位器，随温度变化，调整负电压值。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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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晶将变成各向同性的液晶，破坏分子取向。使器件报废。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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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液晶显示器件或模块表面结雾时，不要通电工作。因为这将引起电极化学反应，产生断线。 

8. 长期用于阳光及强光下时，被遮部分会产生残留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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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35°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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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责任范围及维修 

在您购买液晶显示模块时我公司将会为您做显示模块的检测，确保您所买的显示模块为完好的器件。在您使

用过程中，因不小心将显示模块损坏，您可送至我公司维修液晶模块。如果出现屏的问题，比如玻璃面破损，玻

璃屏角碎裂等等，将无法进行修理您的液晶模块。只能更换玻璃。 

公司产品质量都是通过严格检测及时间考验的，请用户放心使用。如果在使用中发现问题，可以拿到我公司

进行检测，确实是质量问题，而且购买时间在一年之内，我公司给予换货处理，但是因为用户使用不当，例如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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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焊接连线不当、过流、过压使用等所造成的损坏，可送到我们维修部修理。如是邦定IC烧毁，则无法维修，

只能更换板子。 

推荐应用工作电源 

1、 模块应用一般有三种电源：逻辑电源、液晶驱动电源、背光电源。 

2、 液晶驱动电源的应用：我们建议在上电时，先逻辑电源，后驱动电源（延时50ms 以上）。 

断电时，先驱动电源，后逻辑电源。在关显示期间应该关闭驱动电源。 

HD61202 及其兼容液晶显示控制驱动器的应用 
HD61202 及其兼容液晶显示控制驱动器，是一种带有驱动输出的图形液晶显示控制器。它可直接与8 位微

处理器相联，可与HD61203 配合，对液晶屏进行行列驱动。本手册将有选择地介绍HD61202 及其兼容控制驱

动器，详细地叙述内置HD61202 及其兼容控制驱动器的液晶显示模块：LG12864 和LG19264 的应用方法。 

第一章：关于HD61202 及其兼容控制驱动器的一般介绍 
HD61202 及其兼容控制驱动器，是一种带有列驱动输出的液晶显示控制器，它可与行驱动器HD61203 配

合使用，组成液晶显示驱动控制系统。 

一、HD61202 及其兼容控制驱动器的特点 

1、内藏64 × 64 = 4096 位显示RAM ，RAM 中每位数据对应LCD 屏上一个点的亮、暗状态； 

2、HD61202 及其兼容控制驱动器是列驱动器，具有64 路列驱动输出； 

3、HD61202 及其兼容控制驱动器读、写操作时序与68 系列微处理器相符，因此它可直接与68 系列微处

理器接口相联； 

4、HD61202 及其兼容控制驱动器的占空比为1/32--1/64。 

二、HD61202 及其兼容控制驱动器的引脚功能 

HD61202 及其兼容控制驱动器管脚图和功能原理图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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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D61202及其兼容控制驱动器的引脚功能如下 

引 脚 符 号 状 态 引 脚 名 称 功  能 

CS1，CS2，CS3 输入 芯片片选端 CS1和CS2低电平选通，CS3高电平选取通 

E 输入 读写使能信号 
在E下降沿，数据被锁存（写）入HD61202及兼
容控制驱动器。在E高电平期间，数据被读出。

R/W 输入 读写选择信号 
R/W = 1：为读选通 
R/W = 0：为写选通 

D/I 输入 数据、指令选择信号 
D/I = 1：为数据操作 
D/I = 0：为写指令或读状态 

DBO～DB7 三态 数据总线  

RST 输入 复位信号 
复位信号有效时，关闭液晶显示，使显示起始行

为0。RST可与MPU相连，由MPU控制；也可直
接接VDD，使之不起作用。 

        以上为与微处理器的接口信号 

      

引 脚 符 号 状 态 引 脚 名 称 功  能 

M 输入 交流驱动波形信号  

FRM 输入 帧同步信号  

CL 输入 锁存行显示数据的同步信号
该信号上升沿时锁存数据，同时改变

显示输出地址 

Φ1，Φ2 输入 内部操作时钟信号  

以上为与HD61203接口信号 

 

引 脚 符 号 状 态 引 脚 名 称 功  能 

Y1～Y64  液晶显示驱动端  

VDD，GND  内部逻辑电源  

VEE1，VEE2  液晶显示驱动电路的电源 常令 VEE1 = VEE2 

V1L～V4L 

V1R～V4R 

 
液晶显示驱动电压 

其电压值均在VDD和VEE之间，常令
V1L=V1R，V2L=V2R 
V3L=V3R，V4L=V4R 

ADC 
 

决定Y1～Y64与液晶屏的连
接顺序 

ADC=1 时，Y1=$0，Y64=$63 
ADC=0 时，Y1=$63，Y64=$0 
该引脚直接接VDD或GND即可 

以上为与 LCD接口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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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HD61202 及其兼容控制驱动器的时序 
HD61202 及其兼容控制驱动器具有能与68 系列微处理器直接接口的时序。各种信号波形对照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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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HD61202 及其兼容控制驱动器显示RAM 的地址结构 

 

五、HD61202 及其兼容控制驱动器的指令系统 

HD61202 及其兼容控制驱动器的指令系统比较简单总共只有七种现分别介绍如下 

1、显示开/关指令 

 
2、显示起始行（ROW）设置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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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页（PAGE）设置指令 

         

4、列地址（Y Address）设置指令 

R/W   D/I    DB7    DB6    DB5     DB4    DB3     DB2    DB1     DB0 
 0      0      1      1                   显示列地址（0～63）  

设置了页地址和列地址，就唯一确定了显示RAM 中的一个单元，这样MPU 就可以用读、写指令

读出该单元中的内容或向该单元写进一个字节数据。 

     5、读状态指令 

R/W   D/I    DB7    DB6    DB5     DB4    DB3     DB2    DB1     DB0 
 0      0   BUSY     0    ON/OFF   REST     0        0       0        0  

该指令用来查询HD61202 及其兼容控制驱动器的状态，各参量含义如下： 

BUSY：内部在工作0-正常状态； 

ON/OFF：显示关闭0-显示打开； 

REST：复位状态0-正常状态。 

在BUSY 和REST 状态时，除读状态指令外，其它指令均不对HD61202 及其兼容控制驱动器产

生作用。 

在对HD61202 及其兼容控制驱动器操作之前，要查询BUSY 状态，以确定是否可以对HD61202 

及其兼容控制驱动器进行操作。 

6、写数据指令 

R/W   D/I    DB7    DB6    DB5     DB4    DB3     DB2    DB1     DB0 
 0      1 写      数      据 

7、读数据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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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内置HD61202 液晶驱动控制器模块的电路结构特点 

LG128641/2/3/4/6/7/8/A和LG192641/2/3 均是使用HD61202 及其兼容控制驱动器作为列驱动器，同时使

用HD61203 作为行驱动器的液晶模块。由于HD61203 不与MPU 发生联系，只要提供电源就能产生行驱动信

号和各种同步信号，比较简单，因此这里就不作介绍了。下面主要介绍一下LG12864 和LG19264 这两个模块

的逻辑电路图 

LG12864 共有两片HD61202 及其兼容控制驱动器和一片HD61203。 如下图： 

 

在LG12864 中，两片HD61202 及其兼容控制驱动器的ADC 均接高电平，RST 也接高电平，这样在使用

LG2864 时，就不必再考虑这两个引脚的作用，/CS1 跟HD61202(1)的CS1 相连，/CS2 跟HD61202(2)的CS1 

相连，因此/CS1、/CS2选通组合信号为/CS1 、/CS2 = 01 选通（1）， /CS1 /CS2 = 10 选通（2）。 

LG19264中共有三片HD61202和一片HD61203， HD61203和三片HD61202之间的连接法也同 LG12864

一样，三片 HD61202中，引脚 ADC和 RST的接法也同 LG12864。所有在使用 LG19264时也不必考虑这两个

引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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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G19264也只有两个片选端 CSA和 CSB引出供 MPU接口选通，如下图所示： 

 
由图中可以看出，/CSA /CSB 选通组合信号为/CSA ，/CSB = 00 选通HD61202(1)； /CSA/CSB = 

01 选通HD61202(2)； /CSA /CSB = 10 选通HD61202(3)。 

无论对于LG12864 还是对于LG19264，都只要供给GND 、Vcc 和V0 即可。HD61202和HD61203 

所需的电源将由模块内部电路在Vcc 和V0 GND 的作用下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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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内置HD61202 液晶驱动控制器模块的的应用 

一、直接访问方式 

 
二、间接访问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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