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 中国指挥控制大会论文集

基于 HT1632C 的 LED 点阵字符
显示模块的设计与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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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军械士官学校，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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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本文采用功能强大价格较低的 LED 点阵显示控制芯片开发了一套 LED 点阵字符显示模块，有效解决了 LED 显示模块

价格昂贵的问题，本文在介绍 HT1632C 控制芯片的特点和工作原理的基础上，阐述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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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目前，LED 点阵显示模块大行其道，广场、商场、出租车等比比皆是，但显示模块由于制作工艺复杂、
核心器件昂贵，最终导致其显示模块价格较高。本文采用 HT1632C 控制芯片开发了一套字符点阵显示模块，
由于该芯片功能强大，且价格相对较低，基本解决了显示模块价格昂贵的问题，本文将在介绍 HT1632C 控
制芯片的基础上，阐述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1

HT1632C 简介

1.1 特点
HT1632C 是存储器交换的 LED 显示控制芯片，可以选择多重的行/列模式，即 32 行×8 列或 24 行×16
列，可以用来驱动点阵 LED。该芯片提供了软件设置的 16 个级别的脉宽调制控制输出，可以调整 LED 循环
显示亮度。利用串行接口串行输入，可以方便的进入命令模式和数据模式，只需要四五行命令就可以建立
起主控芯片和 HT1632C 的通信。通过 HT1632C 便可以进行持续的或闪烁的输出显示[1]。
芯片为 52 引脚 QFP 封装形式，2.4-5.5V 供电，内置 256KHz RC 振荡器，串行访问接口。可应用于工业
仪表中，在 LED 显示中具有广泛的应用。
1.2 工作原理
HT1632C 主要由控制与时序电路、LED 驱动电路、时钟产生器、PWM 控制器和显示 RAM 组成，其原理框
图如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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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显示 RAM 为静态存储器，存储显示数据，它被分割成 64×4bit 或 96×4bit，分别对应 32 行×8
列或 24 行×16 列两种显示模式，存储器中每 1bit 对应 LED 点阵显示器上一个像素点，当 RAM 中的数据为
1 时，对应的 LED 亮，为 0 时，则 LED 灭。
时钟产生器用来为产生整个芯片工作所需的时钟频率，该时钟可以由片外提供，也可以由其时钟产生
器的 RC 振荡电路产生 256KHz 的，该时钟产生器可以通过执行相应的命令被关闭，此时整个工作循环也被
关闭，进入省电工作模式。
HT1632C 的 LED 驱动电路含有 256（32×8）和 384（24×16）模式的，通过 COM 输出可以选择 N-MOS 或
P-MOS 输出渠道。使得该控制芯片能够适应各种不同的 LED 应用场合。其对点阵显示的驱动+刷新时钟来源
时时钟产生器提供的系统时钟。该驱动电路也可以通过执行相应的命令进行关闭，进而关闭 LED 显示，进
行待机状态。芯片通过对驱动电路的控制可以实现闪烁显示功能，闪烁速率为 0.25s 开，0.25s 关，交替循
环。
HT1632C 通过两种命令模式来配置其资源以及传输显示数据，包括系统配置命令、系统时钟选择命令、
LED 配置命令和运行命令。
HT1632C 与 MCU 的通信接口为 4 线制，包括片选（CS）
、读（RD）、写（WR）和数据（DATA）信号，其中
DATA 引脚用于进行串行传输数据。如图 2 所示为向芯片写入显示数据的时序。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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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入显示数据时序图

系统设计

显示模块根据使用的需要，从上位计算机输入所需的显示内容，由上位机软件将显示字符转换成点阵
显示数据，以串口的方式传输至主控板，通过母板将控制命令和显示点阵数据传输至各个点阵显示板上进
行显示，如图 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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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点阵字符显示模块组成框图

其中，上位机软件主要完成显示字符的用户输入，将其转换成适合 LED 点阵显示屏显示的点阵数据，
并通过串口通信的方式进行传输。主控板主要完成点阵数据的接收与缓存，并将点阵显示数据配合相应的
控制指令，传输至母板，控制显示板进行显示；主控板在没有上位机运行的情况下，也应能显示默认的内
容。母板一方面要结构上对各电路板进行集成，另一方面进行信号的传输以及电源的转换，并电源及信号
的集成。显示板则采用一个字（16 点阵×16 点阵）一个模块的方式设计，接收显示指令与显示数据，并驱
动 LED 点阵显示屏进行显示。
显示模块不仅要求完成功能设计，而且要在结构上进行科学划分与设计。通过母板进行信号传输与结
构集成，不仅易于设备安装，而且便于显示尺寸规模的动态设定，从而增加了其应用场合因地制宜的灵活
性。

3

硬件与软件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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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主控板设计
主控板是系统的核心部分，一方面，主控板须完成接收来自上位机软件的点阵数据，并将其进行存储；
另一方面，主控板须产生控制指令，控制 HT1632C 控制芯片，对其进行初始化设置，然后将点阵显示数据
输出至母板，控制显示板进行内容显示。同时，主控板也可以脱离上位机单独运行，并通过简单的开关设
置，显示预置的内容。其组成框图如图 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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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控板电路组成框图

由于显示模块长期工作，且可能无人值守，须防止其 CPU 跑飞或死机，影响正常工作，必须加入看门
狗电路，对 CPU 进行监视，主控 CPU 必须在看门狗电路规定的时间内对看门狗进行访问，即喂狗。否则 CPU
将被视为跑飞或死机，看门狗电路将向 CPU 提供复位信号，使 CPU 复位后重新工作。通过看门狗电路可提
高系统的可靠性，本文所用的看门狗电路为 CPU 监视器 X5045，它同时还能够监控系统电源供电的稳定性能
[2]。
存储电路用于存储上位机传输过来的显示数据，此数据可能比较大，主控 CPU 可能无足够的片上存储
资源，须配备存储电路。通常汉字显示模块要求每个字的点阵至少为 16 点阵×16 点阵，因此，一个汉字的
数据量至少为 32 字节，一个显示模块按 8 个汉字计算，每屏的显示数据至少为 256 字节。通常显示数据可
能超过 8 个汉字，对于单片机来而言，其内部存储器显然无法满足需求。为使显示模块能够在断电重启后
能够继续显示断电前的显示内容，本文采用 DS1225Y 非易失存储器，将显示数据存储在该芯片掉电后，仍
然能够保存十年以上[3]，且其 8KB 的存储空间不仅能够存储实时显示的数据，也可存储多组预置显示内容，
能够满足显示模块对存储空间的需求。
预置内容显示设置电路主要用于显示预置内容，设置显示多组预置内容中的某一组，采用主控 CPU 查
询拨码开关的方式实现。串口通信电路进行串口通信电平的转换，实现与上位机的串口通信。主控 CPU 通
过片选、写时钟和数据信号实现与显示板指令和数据传输，其中，写时钟和数据信号为各显示板共用信号，
片选信号每块显示板一个，用于 CPU 访问时选中对应的显示板。为适应不同的显示尺寸规模，此部分电路
还包括线路驱动电路，以增加信号传输距离，以及写时钟和数据线的驱动能力。
3.2 显示板设计
显示板是主控板的用户，接收主控板发送过来的控制指令和显示数据，按照主控板的要求显示相应的
内容。显示板以 HT1632C 为核心进行设计，采用控制器内部 256KHz 系统时钟，其写时钟、数据信号和片选
通过母板与主控 CPU 对接，行引脚通过分压排阻与 LED 点阵显示屏连接，列引脚直接与 LED 点阵显示屏连
接，其电路如图 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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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显示板电路图

3.3 主控板软件设计
主控板软件主要接收上位机软件发送过来的显示数据，存放至非易失性存储器中进行存储，根据所需
显示的内容和要求对各个点阵显示屏进行控制，并将显示数据从存储器中取出，送至各个显示屏中进行显
示。由于为了提高系统的可靠性，主控板中采用了看门狗电路，主控板软件通过 SPI 通信接口不断向看门
狗 X5045 芯片发送计数器清除复位命令，使其获知 CPU 工作状态正常。本系统设置的喂狗周期是 1.4s，则
主控板软件必须在 1.4s 内对 X5045 芯片进行访问。同时，主控板软件还根据显示的要求，查检是否显示上
位机传输的内容，抑或显示系统的预置内容。系统通过主控板软件也可以对预置的显示内容进行更换，其
便利性由主控板上的非易性 RAM 存储器，可以对其进行方便的操作。
3.4 上位机软件设计
上位机软件主要由用户接口模块、字模提取模块和通信模块等三部分组成。用户接口模块是显示系统
的输入接口，显示内容由此输入。
由字模提取模块根据输入的显示内容，从汉字库中提取出与显示屏显示特性相对应的点阵数据，此点
阵数据不仅与点阵显示屏点阵排列顺序相对应，与点阵显示屏的数据写入顺序相对应，即与图 5 中对应的
各引脚连接关系相对应。LED 点阵显示器和 LCD 都是采用“点位点亮”的显示模式，而 LCD 通常都内嵌有汉
字字库，开发时一般直接使用，而 LED 点阵显示则需在软件中嵌入相应的点阵字模提取模块。主要有点阵
字库、矢量字库和 TrueType 字库三种方式[4]，本系统采用点阵字库实现。
通信模块则将字模提取模块提取出的点阵数据进行传输，传输至主控板进行接收，该模块为串行通信
接口。由于显示内容的多少不同，以及串行通信的速率不宜过高，主控板接收显示内容所用的时间不尽相
同。因此，主控板只有完全接收完显示内容后，再从主控 CPU 片外 RAM 中依次读取点阵数据至 HT1632C 内，
进而完成显示。

4

显示模块的实现

本文通过上述各模块的设计，采用 HT1632C 控制芯片，实现对点阵显示屏的显示控制。其显示数据由
上位机软件将用户输入数据后，由字模提取模块转换成点阵显示数据后，通过通信模块传输给主控板，主
控板将其接收时缓存至非易失性 RAM 中，全部接收后，再传送给各个显示板，由主控板对系统内各个 HT1632C
进行访问操作，完成内容的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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