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容式感測設計趨勢吹向手機應用市場
Mark Lee

介紹
電容式感測使用者介面在最近幾年已逐漸發展成為一種實用且創新的技術升級方案，以取代可攜式多媒體播放器的機械式按
鍵。這個趨勢也開始蔓延到手機應用領域。電容式感測器可視為取代機械式按鈕的方案，但這項技術的表現絕對不只有圓弧式開
關的功能。可運用在手機的觸控感測器，也為手機研發業者帶來另一種嶄新的外觀觸控選擇。
手機的按鍵設計若採用電容式感測器，不須要可拆式零組件，可呈現出線條流暢平滑的觸控表面。此外，設計人員可選擇在
機械開關上裝設電容式感測器，力道輕的觸碰會觸發電容感測器，力道較重則會啟動機械開關。搭載這類技術的手機能同時偵測
到手指的位置與按壓按鍵的力道。力道輕的觸碰會叫出電話簿選單進行瀏覽頁面切換；而力道重的觸碰則會撥出選取的電話號碼
。近幾年來，手機設計最令人感興趣的趨勢，就是結合電容式感測器和透明導體。透明按鍵為手機研發業者帶來許多相當創新的
選項。
本文介紹如何將電容式感測功能整合到手機中，以及成功的設計必須克服的各項重要問題包括：電容式感測的訊噪比(SNR)
要求、低功耗的需求、手機的機械式考量、及可編程控制器在系統開發階段帶來的眾多優勢，以及採用電容所開發的透明觸控螢
幕。
電容式感測器的訊噪比
高訊噪比(SNR)為業者在開發強固型電容式感測手機的主要關鍵。在電子通訊與其他工程領域，訊噪比通常以分貝dB為單
位。在手指觸碰感測應用方面，因為在計算中涉及許多不確定性，所以不建議用dB作為訊噪比的量測單位。以功率計算的dB公
式為10*log(P2/P1)，以電壓計算的公式則為20*log(V2/V1)。對於觸控應用而言，目前尚不清楚哪個公式比較適用。
而且對於「觸控dB值」的解釋定義並不明確。為避免這些問題，Cypress採用一個簡單的比值，作為電容式感測訊噪比的標
準。Cypress的操作指南中指出訊號至少應比雜訊高出5倍[註1]。以工程術語來表示，訊噪比至少應為5:1
如何量測SNR
圖1的波型顯示出一個如何在觸控感測應用中量測SNR的例子。手指未置於感測器時，會產生8次波峰間雜訊。將手指置於
感測器時，會產生118次的訊號。訊噪比為118:8，約分後等於15:1。
SNR應量測手指觸碰情形的最佳狀況與最糟狀況。最佳狀況的手指觸碰是手指大面積的觸碰感測器中央。最糟狀況則是手
指觸碰的範圍較小，且偏離感測器的中央。在開發手機系統的初期，直接使用手指觸碰是可接受的測試方法。金屬片或桿皆可取
代實際的手指觸碰，以排除操作人員的誤差，並維持測試的重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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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鍵覆蓋層的厚度對訊號強度會有削減的效果，其中一種保守的解決方法是使用厚度稍為高出基準面的按鍵覆蓋層來開發系
統。為避免高階韌體的遮罩效應，可使用未經處理的感測器計數數據來量測SNR。關閉任何自我補償或自動調校的功能，強迫
感測器在沒有偵測到手指觸碰時，輸出值呈現零。未經處理的計數數據，類似如圖1所示的波型。

圖1.
電容式感測器波型的訊號和雜訊元素。在這個例子中，當手指置於感測器時，感測器的計數會上揚。波峰間雜訊測試為8個計數
，訊號的計數為118，因此訊噪比為15:1。
訂立雜訊預算額度
訂立雜訊預算額度是管理電容式感測器效能的一種方法，過程中必須列出雜訊來源清單，以降低系統的SNR。對手機而言
，這些雜訊來源包括內部IC雜訊、RF雜訊、以及AC線路雜訊。估計感測器計數對每個雜訊來源產生的效應。這些計數的總和加
上設計預留的額外計數空間，所產生的SNR應高於5:1。
手機本身就會產生一個有高RF能量的環境，這比起系統少數幾個雜訊來源，會對系統產生更大的影響。在RF傳送器旁運作的
電容感測器會讓感測器電路產生天線的效果。再加上大量的RF能量流入控制器IC，會對感測系統造成意想不到的結果，讓觸控
感測的功能失去作用。這個潛在問題有個簡單的解決方案，就是使用許多電阻，來降低共振。以串聯模式置入數百歐姆的電阻，
並緊鄰在控制IC的針腳旁，就足以防止這個問題產生。
行動代表低功耗
手機專用的電容式感測解決方案需要具備低功耗的特性。對於使用電池的行動裝置來說，低功耗意謂著控制器應以所需時間
還要慢的速度連結主機端、在週期時間內掃瞄感測器、並在沒有其他事件等待時，切換至休眠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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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長電池續航力的關鍵在於將感測器掃瞄與處理資料時的平均電流降至最低。平均電流的計算，是求出運作電流與休眠模式
電流的時間加權平均值，因此在兩次掃瞄之間，控制器休眠的時間愈長，電池續航力也就愈長。休眠時間面臨一個實際上的限制
—
就是系統的延遲，指的是觸碰事件與系統對觸碰進行反應之間的延遲時間。沒有技術背景的使用者，則會把高度延遲描述成按鈕
反應遲緩。在最嚴重的狀況下，極長的休眠間隔會產生漏失使用者互動的情形。手機設計的挑戰，是在快速感測反應與低功耗之
間取得理想平衡點。對於手機設計而言，理想的延遲時間目標應是30至50毫秒。為進一步降低功耗，若在一段時間後沒有偵測
到使用者的輸入動作，感測器通常都會切換至較長延遲的模式。這種稱為待機模式的較慢掃瞄模式，其延遲時間為100毫秒以上
。當使用者資料輸入時，系統則切換至主動掃瞄模式，也就是對按鈕的反應速度加快。
以例子介紹如何在一個內含12個感測器的手機設計中，讓待機模式平均電流達到33uA的目標。平均電流IAVE的計算公式如
公式1所示。掃瞄時間設定為每個感測器0.5毫秒(t1

=

12*0.5

6毫秒)。待機模式的回報速度為100毫秒；休眠模式的間隔設定為94毫秒(t2
6毫秒)。休眠模式電流與運作模式電流可從控制IC的資料表讀出(ISLEEP

=
=

=
100

3uA,

-

IACTIVE

=

1500uA)。從公式1可算出這些參數產生平均電流為93uA。若只有部份的感測器在待機模式中被掃瞄，則可進一步降低平均電流
。將12個感測器安排在3個群組，可縮短掃瞄時間(t1 = 12/3*0.5 = 2毫秒)。這個例子的平均電流可降低至33微安培。

手機的機械考量因素
手機的封裝趨勢是愈來愈薄，因此機械的層疊配置(如圖2所示)，是系統設計的一項重要考量因素。事實上，感測器電路配
置設計不良，以及過高的金屬厚度，都會造成手機SNR偏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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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手機的封裝
手機電路板通常使用軟板，有時使用薄型硬板。電路板使用一層細薄的非導體膠膜固定在覆蓋層上，這個膠膜能改善感測器
與覆蓋層之間的電場耦合效應。膠膜層亦能創造出一個穩定的機械系統，對光和重力的手指按壓會產生一致的反應。覆蓋層厚度
的目標為1至3公釐，為手機封裝提供足夠的機械強度，且不會讓電容式感測訊號產生過度的衰減。
可編程解決方案讓開發更有彈性
系統控制器有許多選擇方案。在固定功能元件的特別應用方面，唯一的功能就是掃瞄感測器以及輸出資料；而在偏向高整合
度與彈性應用的可編程感測元件方面，讓業者能在最後一分鐘仍能進行設計變更，支援非電容式的感測功能。Cypress
PSoC系列元件代表可編程系統單晶片，提供一個適合手機的可編程解決方案。CapSense支援的電容式感測功能包括：按鈕、
滑桿、觸控板、以及近距感測器。透過CapSensePLUS的加值觀念，PSoC晶片能執行電容式感測以及以往都是由一個或多個其
他元件來執行的許多其他功能，例如：一隻手機可能需要按鍵的電容感測、透過光電二極體來偵測環境光線、透過加速儀來偵測
傾斜、以及當手機切換至震動模式時會派上用場的小型馬達。單一個PSoC晶片以C語言開發軟體的彈性，能支援上述所有功能
的整合。
以下的情況是另一個可編程解決方案帶來附加價值的例子。由於所有感測與控制功能都由軟體來控制，因此可在低功耗待機
模式下，設定電容式感測器來執行近距偵測，並在正常運作模式時將同一個感測器設定成觸控感測器。在待機模式中，近距感測
器會在電容式感測器上方一或兩公分的區域內掃瞄是否有手指靠近。當感測到有手指靠近時，PSoC會透過軟體進行重新設定，
讓觸控感測功能取代近距感測功能。手機會持續維持運作模式，直到使用者停止和電容式感測器進行互動，在這個情況下，手機
會切換至待機模式，感測器則切換成近距感測器。
電容式透明觸控螢幕
手機觸控感測的最新趨勢是運用置於玻璃或塑膠薄膜上的ITO。ITO代表氧化銦錫。它是一種導電材料，在當成膠膜使用時，
會呈現透明狀。它已被應用在電阻式觸控螢幕數年之久。最近微控制器的技術演進，讓業者能開發出電容式觸控螢幕。由於電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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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觸控螢幕必須依賴觸控表面的機械彎曲，因此終有一天會因磨損而須更換。電容式ITO觸控螢幕則不須依賴機械彎曲。免於此
種機械故障是電容式ITO觸控螢幕勝過標準型電阻式觸控螢幕的一項優勢。
結論
本文介紹如何將電容式感測功能整合到手機中。在未來數年，我們將看到這項技術帶動許多酷炫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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