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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大连佳显电子有限公司 2013 年推出的 2.1 寸、3.5 寸、

4.3 寸、6 寸和 8 寸的 E-ink 电子纸开发板是让用户简单上手

容易使用电子纸为目的而研制的，对接触过二代计算器语言

和 C 语言环境开发的工程师，可以很快了解并应用，此外针

对 C 语言的系统函数它可以非常灵活地在该产品上进行控制

和操作。Kiel 软件是在很多系统底层编程时需要用到的流行

软件，所以我们建议使用该软件进行编译，整个编译和下载

过程借助 Debugger 和 Kiel3 的结合完成。同时大连佳显电子

有限公司也提供相关的程序例程供客户参考，用户可以向与

你联系的销售工程师索取。 

针对不同尺寸的电子纸，我们有不同的 Demo kit 可以提

供，使用 Arm 单片机存储可以容纳多张图片交替刷新，我们

以 2.1 寸的 Demo 开发板为例来说明此类 Demo 开发板的使

用方法，其它的 Demo 开发板的使用都与此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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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部分： 

如果仅仅是想显示内容，只要将 Demo 开发板和电子纸在未上电

情况下连接，之后将 Demo 开发板 的 USB 供电插入 PC 的 USB

总线进行供电就可使用了。 

 

每一个 Demo kit 上留有一枚工作电源指示灯，在上电工作情况下

它会保持绿灯常亮，断电后瞬间熄灭，而且在供电源区域内可见

一个跳线，用户可以选择使用电源适配器或 USB 供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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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mo kit 上的 USB 连接线不参与编译后下载，只能供电。下载接

口部分是采用标准 JTAG 接口，此处需要与 Debugger 的 JTAG

连接，再用 Debugger 的另一端用 USB 连接计算器的 COM 口。 

JTAG 接的连接方向如图所示，将凹槽对像连接线的凸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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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下载和调试阶段而言，您需要具备一台安装了 Keils3 及以上版

本（已注册）的计算机，除此之外还需要连接 Debugger 和 Demo

开发板，最后需要 Demo kit 和 E-ink 电子纸的正确连接。（如图） 

 

设置程序： 

打开我们的 Kiel 软件后 

1. 打开工程>光标右击左侧工程>选择 Options for Target ÿ ÿ >进入

Debug 选项卡，找到 JTAG debugger，选择 sett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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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传完成后需要对内容进行确定保存。 

2. 然后在 Utilities 选项卡中同样选择 JTAG 进行类似设定，进入

settings 选项。（此步骤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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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完成后请检查 Debug 和 Utilities 的 FlashDownload 选项

卡如果没有正确添加芯片请手动添加 STM32F10x 128K。 

3. Device 选项卡中找出我们所用的单片机规格，完毕后将 User

选项卡中 Run user pro 去掉勾选并在 Output 选项卡中勾选上产

生 Hex 十六进制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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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过程： 

编译你的程序可以在左上角点击 build 按键，正式编译后会看到窗

口下方的 Build Output 窗口内显示成功编译字样，如果存在错误，

也会提示错误所在的命令行及函数体，且 Hex 文件不会被成功创

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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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载： 

请再一次确认 Debugger 和 Demo kit 正确连接且都已上电，工作

指示灯闪烁或常亮。点击 Start/Stop Debugger session 按钮后自

动将已编译好的文件下载到 Arm 单片机中去。 

 下载只可能在编译后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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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试程序： 

可以使用双击命令行前端设置一个节点，用 step 功能检查工作情

况，建议每次调试后都编译后下载再使用，这是为了保证单片机

中的程序和工程同步。 

 

生成一个图片： 

借助任意一款网络上的图片转码软件都可以，这里建议使用我们

的小软件 BitmapCovert，只要将.bmp 格式的绘图加载到软件中进

行格式化处理，再将图片转存.c 文件，记住勾选 without template

选项可以确保产生的.c 文件内没有重复的混淆使用的数据。将图

片部分产生的十六进制数组全部拷贝到工程内就可以正确的替换

一张内置图片，编译下载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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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选项请注意是 per pixel「每像素比特数」，所以请

了解产品可支持的灰阶等级后进行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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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段数组就是转换成的代码，需要将程序部份替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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