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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隨著健康意識的提高，電

子血壓計和血糖計等家庭醫療產品逐漸

普及。特別是日本和其他亞洲市場對低

價格高性能產品的要求，帶動了對具有

LCD 控制性能的低成本微控制器的需求。

針對這一需求，富士通開發了

“MB95310L/MB95370L 系列”新產品。

該系列產品以成熟的 8 位元微控制器

“F2MC-8FX 家族”的 MB95200 系列為基

礎，除了具備可在 3V 條件下運作的 LCD

控制功能以外，還搭載了以資訊加密為

強項的快閃和內建 CR 振蕩器。快閃記

憶體為 dual bank，不僅具有加密功能，

還可用作資料區來儲存資料；內建 CR

振蕩器的運作電壓為 1.8 ～ 3.6V*1，振

蕩精度為 ±2％ *2。該系列產品的 CPU

內核採用 F2MC-8FX CISC CPU，最高運

作頻率為 16.25MHz，最小命令執行時間

為 61.5ns。作為一款易於使用的精簡型

高性能 8 位元微控制器，該產品可廣泛

應用於各種產品，如小家電產品等的小

規模系統控制以及大規模系統的從屬微

控制器。

 

* 1： 線上除錯時2.7～3.6V。

*2：因電源電壓和環境溫度等條件而異。

該產品繼承深受用戶喜愛的F2MC-

8FX家族高性能的CPU內核和周邊功能，

是一款更易使用和功能更好的微控制

器。

 

內建LCD控制功能

該系列微控制器內建液晶顯示必需

的LCD控制功能。可根據LCD段數選擇合

適的微控制器，應用於各種產品的液晶

顯示，比如：電子血壓計等家庭醫療產

品的液晶顯示器，音頻設備、洗衣機和

電冰箱等家電產品的液晶顯示控制。

 

實現高可靠性的 

富士通快閃記憶體

該產品內建高性能快閃記憶體，可

實現10萬次擦寫、有效確保資料20年。

此外，為防止外部非法讀取程式，該產

品搭載了快閃安全功能，從而避免客戶

軟體的流失。

 

內建高性能CR振盪器

該產品搭載了高性能的C R振蕩

器。內建主CR振蕩器的振蕩頻率可在

1MHz/8MHz/10MHz/12.5MHz之中選擇，

振蕩精度為±2％*3；內建次CR振蕩器頻

率為100kHz（標準），以滿足降低系統

設計成本的要求。

 

* 3： 因電源電壓和環境溫度條件而異。

 

搭載低電壓監測重定（LVD）功能

該產品內建可進行閥值設定的低電

壓監測重定功能（LVD），以省卻外部

重定晶片。

 

內建支援快閃記憶體寫入的 

線上除錯功能

該產品內建支援快閃寫入（非同步

方式串列寫入）的線上除錯（OCD）功

能，便於實際用戶系統進行在線軟體除

錯以及評估和解析。

 

線上除錯利用專用資源

該產品內建線上除錯功能，預留除

錯專用的介面（DBG埠），微控制器和

線上除錯模擬器之間採用一線式連接。

因此，線上除錯既不影響用戶的通訊功

能，也不佔用通訊系統的輸入輸出埠資

源。此外，線上除錯所用的ROM和RAM等

記憶體空間也是專用的，因而不會佔用

用戶資源。

 

F2MC-8FX家族 8位元微控制器
MB95310L/MB95370L 系列 

8 位元微控制器 F2MC-8FX 家族的產品陣容中，

最近新增加了搭載 LCD 控制功能、支援 3V 電源的產品“MB95310L/MB95370L 系列”。

照片 1 外觀特   點概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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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MB95310L 系列方塊圖■ MB95310L/MB95370L系列的特點

・  支援內建主CR時脈、內建次CR時脈、

外部主時脈、外部次時脈等4種時脈

資源

・�  對偶運算快閃記憶體： 

  高位bank（56/32/16K位元組×1） 

  低位bank（2K位元組×2）

・�  LCD控制器： 

  40seg×4com（MB95310L系列） 

  32seg×4com（MB95370L系列）

・  8/16位元重載計時器

・  8/16位元複合計時器

・  UART/SIO通訊功能

・  I2C通訊功能

・  8/10位元A/D轉換器：4通道

・  封裝：

  80腳LQFP（MB95310L系列）

  64腳LQFP（MB95370L系列）

圖 1 為 MB95310L 系列的方塊圖，

圖 2 為 MB95370L 系列的方塊圖。表 1

為 MB95310L 系列的產品陣容，表 2 為

MB95370L 系列的產品陣容。

圖 2 MB95370L 系列方塊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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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B95310L/MB95370L 系列

表 1 MB95310L 系列產品陣容

项目　　　　　　　　　　　品种 MB95F314E MB95F316E MB95F318E MB95F314L MB95F316L MB95F318L

分類 快闪记忆体

时脉监视器计数器 监视主时脉的振荡

ROM容量 20K位元组 36K位元组 60K位元组 20K位元组 36K位元组 60K位元组

RAM容量 496位元组 1008位元组 2032位元组 496位元组 1008位元组 2032位元组

低电压监测重定 有 无

重定输入 有专用重定输入

CPU功能
基本指令数：136命令　　指令位元长：8位元　　指令长：1～3位元组　　资料位元长：1，8，16位元长
最小命令执行时间：61.5ns （机器时脉频率16.25MHz时）
中断处理时间：0.6μs （机器时脉频率16.25MHz时）

通用输入输出 I/O埠（最大）：71　　CMOS输入输出：68　　N-ch开漏：3

时基计时器 中断周期：0.256ms～8.3s （外部时脉4MHz时）

硬体/软体
看门狗计时器

重定发生周期　主振荡时脉 10MHz时：105ms （最小）
副内部CR时脉可用作硬体看门狗的时脉源

字组暂存器 可置换3个位元组的资料

I2C

1通道

主/从收发信　　汇流排错误功能，仲裁功能，传输方向侦测功能，唤醒功能，
启动条件反复发生以及侦测功能

UART/SIO

2通道

可进行UART/SIO资料传输
全双工双快取记忆体，资料可变长 （5/6/7/8位元），内建鲍率产生器，错误侦测功能，NRZ方式传输格式
可进行LSB/MSB first资料传输
可进行时脉非同步（UART）或时脉同步（SIO）的串列资料传输

8/10位元A/D转换器
4通道

可分别选择为8位元或10位元

8/16位元复合计时器

2通道

计时器可用作8位元计时器×2通道，或者16位元计时器×1通道
内建计时器功能、PWC功能、PWM功能以及输入捕捉功能
计数时脉：可选内部时脉（7种）以及外部时脉
可输出方波

LCD控制器（LCDC）

COM输出：4 （最大）　　SEG输出：40 （最大）　　LCD驱动电源（偏置）端子：4 （最大）
40SEG×4COM：160画素表示可能

Duty LCD模式　　LCD待机模式时也能运作　　有闪烁功能　　内建LCD驱动用分离电阻

16位元重载计时器

1通道

可使用计数器运作模式和2个时脉模式　　可输出方波
计数时脉：可选外部时脉及7种内部时脉
计数器运作模式：可选择为重载模式或One-shot模式

事件计数器
通过设定16位元重载计时器和8/16位元复合计时器的通道1，可执行事件计数器功能
事件计数器功能使用时，16位元重载计时器和8/16位元复合计时器的通道1不可用

8/16位元PPG

2通道

PPG1通道可作为8位元PPG×2通道，或者16位元PPG×1通道来使用
计数器运作时脉：可选8种时脉源

时脉计数器
计数时脉：可选4种时脉源 （125ms，250ms，500ms，1s）
计数器值可在0到63之间设定 （时脉源选1秒、计数器值设为60时，可作1分计数）

外部中断

8通道

边沿侦测中断 （上升沿，下降沿，或上下沿可选）
可用作各种待机模式的解除

线上除错 一线式串列控制　　支援串列写入 （非同步模式）

时脉预分频器 可选择8种时隙 （62.5ms，125ms，250ms，500ms，1s，2s，4s，8s）

快闪记忆体
自动程式，Embedded Algorithm，支援写入/擦除/擦除暂停/擦除继续命令
算法完成标志　　写入/擦除级数：100000次　　资料保持期间：20年
保护快闪记忆体内容的快闪安全功能

待机模式 休眠模式，停止模式，时脉模式，时基计时器模式

封装 FPT-80P-M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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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MB95370L 系列產品陣容

项目　　　　　　　　　　　品种 MB95F374E MB95F376E MB95F378E MB95F374L MB95F376L MB95F378L

分類 快闪记忆体

时脉监视器计数器 监视主时脉的振荡

ROM容量 20K位元组 36K位元组 60K位元组 20K位元组 36K位元组 60K位元组

RAM容量 496位元组 1008位元组 2032位元组 496位元组 1008位元组 2032位元组

低电压监测重定 有 无

重定输入 有专用的重定输入

CPU功能
基本指令数：136条　　指令位元长：8位元　　指令长：1～3位元组　　资料位元长：1，8，16位元长
最小命令执行时间：61.5ns （机器时脉频率16.25MHz时）
中断处理时间：0.6μs （机器时脉频率16.25MHz时）

通用输入输出 I/O埠 （最大）：55　　CMOS输入输出：52　　N-ch开漏：3

时基计时器 中断周期：0.256ms～8.3s （外部时脉 4MHz时）

硬体/软体
看门狗计时器

重定发生周期　　主振荡时脉 10MHz时：105ms （最小）
副内部CR时脉可作为硬体看门狗的时脉源使用

字组暂存器 可置换3个位元组的资料

I²C

1通道

主/从收发信　　汇流排错误功能，仲裁功能，传输方向侦测功能，唤醒功能，
启动条件反复发生以及侦测功能

UART/SIO

2通道

可进行UART/SIO资料传输
全双工双快取记忆体，资料可变长 （5/6/7/8位元），内建鲍率产生器，错误侦测功能，NRZ方式传输格式
可进行LSB/MSB first资料传输
可进行时脉非同步（UART）或者时脉同步（SIO）串列资料传输

8/10位元A/D转换器
4通道

可分别进行8位元或10位元选择

8/16位元复合计时器

2通道

计时器可用作8位元计时器×2通道，或者16位元计时器×1通道
内建计时器功能、PWC功能、PWM功能以及输入捕捉功能
计数时脉：可选内部时脉（7种）以及外部时脉
可输出方波

LCD控制器（LCDC）

COM输出：4 （最大）　　SEG输出：32 （最大）　　LCD驱动电源（偏置）端子：3 （最大）
32SEG×4COM：可显示128像素

Duty LCD模式　　LCD待机模式时也能运作　　有闪烁功能　　内建LCD驱动用分离电阻

16位元重载计时器

1通道

可使用计数器运作模式和2个时脉模式　　可输出方波
计数时脉：可选外部时脉及7种内部时脉
计数器运作模式：可选择为重载模式或One-shot模式

事件计数器
通过设定16位元重载计时器和8/16位元复合计时器的通道1，可执行事件计数器功能
事件计数器功能使用时，16位元重载计时器和8/16位元复合计时器的通道1不可用

8/16位元PPG

2通道

PPG1通道可作为8位元PPG×2通道，或者16位元PPG×1通道来使用
计数器运作时脉：可选8种时脉源

时脉计数器
计数时脉：可选4种时脉源 （125ms，250ms，500ms，1s）
计数器值可在0到63之间设定 （时脉源选1秒、计数器值设为60时，可作1分计数）

外部中断

8通道

边沿侦测中断 （上升沿，下降沿，或上下沿可选）
可用于解除各种低功耗（待机）模式

线上除错 一线式串列控制　　支援串列写入 （非同步模式）

时脉预分频器 可选择8种时隙 （62.5ms，125ms，250ms，500ms，1s，2s，4s，8s）

快闪记忆体
自动程式，Embedded Algorithm，支援写入/擦除/擦除暂停/擦除继续命令
算法完成标志　　写入/擦除级数：100000次　　资料保持期间：20年
保护快闪记忆体内容的快闪安全功能

待机模式 休眠模式，停止模式，时脉模式，时基计时器模式

封装 FPT-64P-M23　　FPT-64P-M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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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士通為該產品提供低成本高性能

的開發環境，包括開發所需要的發展板、

線上除錯模擬器（BGM 適配器）、開發環

境軟體包 SOFTUNE，可以方便評估運作。

開發環境軟體包配備了 SOFTUNE V3 

Workbench，包含編輯、C/C++ 組譯、連

結、模擬等功能，所有程式開發都可以

在其上進行。

圖 3 為開發環境，表 3 為開發環境

一覽表。

圖 4～圖 6所示為應用實例。

MB95310L/MB95370L 系列微控制器

易於使用，既可用於小規模家電產品的

主控制器，也可用於大規模系統的從屬

控制器。

開發環境

圖3　開發環境 表 3　開發環境一覽表

應用實例

圖5　應用實例（遙控器）

圖 4　應用實例（體溫計）

评估板
MB2146-450-E

搭载LCD

线上除错模拟器
MB2146-08-E

BGM适配器 （与MB95200系列通用）
配USB线缆

综合开发环境 SOFTUNE ProPack （Rev.300016-EV）

MB95310L/MB95370L 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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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所示為該系列的 8 位元微控制

器產品開發路線圖。

富士通今後還將繼續推出 8 位元微

控制器系列產品，進一步充實方便易用

的微控制器產品陣容。

MB95310L/MB95370L 系列

產品規劃 圖6　應用實例（血壓計）

圖 7　8位元低針腳微控制器產品路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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