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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晶显示器 (LCD) 无处不在。 它们遍布您的居所、办公室，甚至出现在您随身携带的
便携式设备上。 仔细想想，您就会发现：LCD 产业持续至今的高速增长并非意外。 当
然，这种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电视以及包括笔记本电脑和手机在内的便携设备，但
LCD 在其他市场同样正在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举例来说，我们可以看看使用红外 (IR) 通信的产

带显示屏的产品时，需要考虑三个主要要求:

品。 IR 常常被集成到照明系统、空调系统甚至玩

•

具的遥控器中。 所有这些应用和其他便携式设备
或电池供电设备有一个有趣的共同点：随着时间的
推移，它们的功能将不断添加。 例如，作为一种

持或甚至减小产品的物理尺寸？
•

系统功率： 如何才能为显示屏供电，同时将成
本和/或更换电池给客户带来的不便降至最低?

常见的方法，添加显示屏可以为消费者提供更多的
信息、直接的反馈以及更好的整体产品体验。 除

系统尺寸： 如何才能为系统添加功能，同时保

•

需要的数据： 根据要和客户分享的信息，您需

了遥控器，这一概念同样适用于便携式医疗设备、

要多大尺寸的显示器，或者，您需要多少个显示

家用显示设备、安防面板甚至智能仪表。 这些应

器区段？ 系统将使用什么样的输入?

用与电视及便携式电话的一个关键区别在于段码式

本文将以电视机遥控器应用作为背景，讨论这些核

显示的使用。 在电源和显示数据数量有限或成本

心的 LCD 设计注意事项。 随后，本文将说明新型

受限的情况下，段码式 LCD 通常可以提供理想的
解决方案。 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何在环视自己的
居所时，您会看到段码式 LCD 与其他方案之比高
达 10:1。 除电视和平板电脑外，厨房电器、遥控

超低功耗 MSP430FRxx FRAM 微控制器 (MCU)
家族，特别是 MSP430FR4x MCU 系列，如何帮
助带有分段式 LCD 的设计实现最小物理尺寸和功
耗，同时通过其灵活性简化应用的开发过程.

器、温控器、报警面板等设备中的各种段码式显示
同样值得注意!

一切都在变小

虽然为应用添加段码式显示可以为客户提供真正的

10 年前的便携式电子设备明显比现在更大。 一方

价值，但这确实会增加系统设计的复杂程度。 设计

使用超低功耗 MSP430FR4x 微控制器简化 LCD 设计并降低功耗

面，随着物联网的拓展，连接性更高的设备正在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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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例如，花园中的小尺寸传感器现在可以和您的

使遥控器达不到美观性或可用性方面的要求。

智能手机共享湿度信息）；另一方面，产品设计人

MSP430FR4133 MCU 具有可通过软件配置的

员正在将相似或更丰富的功能集成到尺寸比以前小

LCD 引脚，让开发人员可以在任何位置对 LCD

很多的封装中。 通用遥控器就体现了后面一种趋

进行布局，同时仍能简化 PCB 上的布线。 布

势。 不久以前，娱乐系统中的每个物件都需要一个

局的简化仅仅是 MSP430FR4133 微控制器上

遥控器。 您是否记得，打开电视机以后，为了调节

的灵活引脚分配的好处之一。 设计人员还可以

音量，您费尽心思在沙发垫下面寻找遥控器？ 此

尝试用单芯片驱动多种 LCD，进一步缩减开发

外，您使用过第三个遥控器来控制自己的 DVD 播

时间。 如果需要通过更高端的 LCD 实现更复

放器？ 现在，一个遥控器就可以控制家中具有 IR

杂的设计，则只需在软件中重新分配 LCD 引脚

功能的所有设备。

就可以修改同样的微控制器和布局，使之匹配新

这些通用遥控器常常通过集成段码式显示来让用户

显示屏。

获得更轻松的体验。 例如，只要按“看电视”旁边

集成外设和灵活的设计确实有助于缩减尺寸，但还

的一个按钮，您就可以设置电视机、机顶盒和音响

需要考虑另一个重要因素。 在遥控器和其他便携式

系统，而无需为每个设备按单独的按钮。 这样的

设备中，电池常常是系统内最大的组件。 为系统

一个遥控器并不比过去只能用来控制单个设备的遥

添加功能时，一般不能增加电池的尺寸或数量；因

控器大。 这种尺寸优化在很大程度上可归功于硬

此，电源优化至关重要.

件布局。
硬件布局的优化难度大、时间长、成本高。
MSP430FR4133 微控制器的存储容量为 4KB 至
16KB，采用非易失性铁电随机存取存储器 (FRAM)
，通过集成性和灵活的引脚分配来帮助实现布局的
进一步简化:
•

集成： 将组件集成到 MCU 中可以节省电路板
空间，甚至降低功耗，相关内容将在下文讨论。
MSP430FR4133 MCU 集成了段码式 LCD 驱
动器，可让微控制器直接连接到显示屏，并最大
限度减少了印刷电路板 (PCB) 上的迹线。 而
且，此 MCU 还具有可用于温度或外部传感器
系统监控的多通道集成式 10 位模数转换器，
以及可减少外部组件需求的实时时钟和计时器。
另外，具有高写入速度和高寿命的集成 FRAM
可避免使用 EEPROM 等外部存储器.

•

灵活的引脚分配： 即便采用集成方法，对微控
制器的引脚进行布局依然要花一些时间。 开发
人员可以通过添加 PCB 层来简化布局，但那
样做成本不菲，而在消费类市场中，降低系统
成本至关重要。 开发人员也可以选择通过改
变 LCD 的位置来简化布局，但这样做可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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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能并非免费
在系统中增加电池或使用更大的电池不但会增加系
统的尺寸，还会加重消费者的负担。 对于电池消耗
过快的便携式电子设备，还存在便利性和负面环境
影响方面的问题。
那么，开发人员怎样才能在使用相同电池的情况下
增加系统的功能，或延长每次充电的使用时间？在
遥控器之类的便携式设备中，MCU 常常是主要的系
统控制器。 因此，选择正确的器件和优化软件极其
重要。 MSP430FR4133 微控制器是此类应用的完
美选择，原因有很多。 与闪存之类的传统存储器
技术相比，集成式非易失性 FRAM 可降低功耗、
提高写入速度。 在工作模式下，MSP430FR4133
MCU 仅消耗 126 uA/MHz 的电流。 在运行 LCD
驱动器和实时时钟的待机模式下，MCU 仅消耗
770 nA，是业内功耗最低的 MCU；然而，低功耗
组件只有在搭配高功效软件时才能发挥作用.
让我们继续以遥控器为例。 遥控器中的高功效软
件的一项重要功能是对 IR 通信的处理。 为了发送
信息，这些设备通过红外发光二极管 (LED) 发射光
线，发光二极管由系统控制器的调制信号控制。 调
制可以帮助电视机之类的接收器确定遥控器或外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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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号源传来的是什么样的信息。 幅移键控 (ASK)

能（如“看电视”）。 MSP430FR4133 MCU 可

和移频键控 (FSK) 是两种最常见的调制技术。 这

以通过最多支持 256 段的液晶显示驱动来应对多

种调控通常由软件实现，只需要一个计时器来生成

种情形。 此外，这款 MCU 还具有片上电荷泵，

准确的时隙。 这种时隙可能会很小，造成巨大的

使显示屏可以在其大部分时间所处的低功耗模式中

软件开销。 MSP430FR4133 实际上使用了 IR 调

保持对比度。 MSP430FR4133 MCU 甚至可以

制逻辑，即一系列相互连接的硬件资源，从而可以

连接到按钮或电容式触控按钮，实现频道选择功能

在执行 ASK 和 FSK 调制期间降低这种开销并进一

或“播放”与“暂停”功能。 凭借多达 60 个通

步减少功耗。 有了 IR 调制逻辑，只需在很有限

用输入/输出 (GPIO) 引脚和一个免费电容式触控

的情况下唤醒器件，让包络不受干预地自动生成载

库，可能性无穷无尽。

波信号。 与没有片上 IR 调制逻辑的解决方案相
比，MCU 的唤醒次数最多可减少 60 次，并且可
以明显改善总体功耗!

有关尺寸、电源和数据要求的这些观点同样适用
于其他应用和产品。 例如，低端便携式医疗设备
常常包含段码式显示，并且可以受益于小尺寸的

对于需要将开发周期的 75% 用在应用优化的开发

小型存储器封装器件，比如 MSP430FR4x MCU

人员来说，简化的功耗调试是巨大的优势。 除 IR

系列中的产品。 MSP430FR4133 微控制器的集

外，MSP430™ 微控制器家族还提供有助于降低

成外设、超低功耗和其他特性使其成为理想的选

应用功耗和缩短开发时间的优化器。 ULP Advisor

择。 是否有兴趣进一步了解 MSP430FR4x MCU

软件可用于根据列出的低功耗规则检查代码，确保

或 MSP430FR2x 系列中的非 LCD 型号？ 请前

避免常见的错误。 MSP430 工具链真正带来了能

往 www.ti.com/fram，进一步了解这些器件以及

创建实时功耗测评的新型 EnergyTrace™ 技术，帮

超低功耗 MSP430FR41xx FRAM 微控制器家族的

助开发人员更好地了解能量消耗位置。

其他器件。 然后，使用第一款包含板载 LCD 的

尺寸和功耗之外的优势

MSP430 LaunchPad 开发套件，以不足 14 美元
的成本即可开始评估这些器件。 TI 还提供大量的

在便携式电子设备的设计过程中，尺寸和功耗确实

其他资源，如培训模块和 TI 设计，旨在帮助您快

是最重要的问题之一，但输入和输出的定义对于系

速入门。 遥控器、温控器和水表的参考设计已经上

统设计来说同样作用重大。 在遥控器中，您可能希

线，同时还提供硬件设计文件、软件和用户指南帮

望仅仅通过几个数字来显示所选的电视频道。 您还

助您快速启动开发。

可以考虑通过增大空间来定义以上示例中的各种功

Demodulation

Receiver’s
MCU

Transmitter’s
MC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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