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容式感測技術與設計考量因素
資深產品經理Ryan Seguine.

作為使用者輸入媒介的電容式感測已不再是特定產品採用的陪襯技術，而是已發展成一種成熟的技術，可應用在數千種產品
上，目前使用數量已累積至數百萬個。當研發業者、模組製造商以及半導體業者，努力在快速成長的市場中搶攻市佔率的同時，
電容式感測技術進展顯著，並持續技術演化腳步。此種發展趨勢的核心就是感測方法，感測到的電容轉換成數位化的數據，可進
一步處理、操作、與轉譯。電荷轉移、連續近似法、SigmaDelta、互容值量測等，都是最常用的感測方法。以下我們將逐一介紹。
問題
要感測10pF

至100pF的電容變化並不困難。要感測出10.0pF

與10.5pF之間的電容變化雖非易事，但也不會造成嚴重的挑戰。然而，要感測從10.00pF
到10.05pF的電容變化，所面臨的挑戰就相當高，尤其是在環境條件不斷改變、系統層級的電磁干擾、以及量測控制電路變異的
情況下。若再考量功耗、反應時間、以及可用性等問題，挑戰就更顯嚴苛。
電容式感測應用的量測元件是指感測器墊片(導電材料區域)與週圍導電材料之間的電容器，通常是一個有一定密度與距離的
接地填充層。感測器的電容值計算公式如下：

C=

ε0 ⋅εr ⋅ A
d

其中的A
是整個感測器與相關路由的完整區域，d是感測器/路由與週圍導體之間的距離。當有導電物體(像是手指)移至感測器附近時，它
們會改變電容式感測器的電場線，並改變控制電路所量測到的電容值。
電荷轉移
電荷轉移是一種電容式感測類別，運用電荷放大與過濾的方法，來量測一個感測器周圍的所有電荷。產生的波型經由參考時
序與過濾的平均值，再轉換成一個具代表性的電容值。
電荷轉移不是電容式感測的專屬名詞。它指的是電荷透過一連串的電閘轉移至另一處。MEMS微機電系統也使用相同的技巧
進行量測。電容式感測中的電荷轉移，使用一個電閘電容器網路把電荷儲存在至一個積分電容器。系統再量測出積分電容的電動
勢，和參考電壓進行比對，或利用一個類比至數位轉換器來讀取。

在前兩個非重疊階段，感測電容器連結至電壓源，並將電荷累積至感測電容器。在第二階段，儲存在感測電容器內的電荷被
釋放至較大的積分電容器。這個程序會重複數次，進而提高積分電容器的電壓。之後，每個階段轉移至積分電容的電荷量，以指
數比率快速減少。感測電路的結構其實很簡單，可讓積分電容器的電壓和一個固定式參考電壓作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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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固定電閘電容器電壓進行整合的電荷
在達到參考電壓時，系統會量測達到此電壓的時間或轉換步驟的次數(如圖1)。輸出結果和感測電容器的尺寸成反比。感測
電容器的電荷越大，積分電路就越快，且只需較少的切換步驟，就能達到臨界電壓。
另一種方法，是以一個類比對數位轉換器來取代比較器。在這項結構中，從感測電容器傳出的電荷，會經過先前所述的步驟
週期，送至積分電容器。在完成這些步驟周期後，再量測積分電容器的電壓，ADC的輸出值會和感測電容器的尺寸成一定的比
例。
這種感測方法相當強固，且其訊噪比相對來說比較高。但在現有的電容式感測IC中建置電荷轉移器，會衍生許多缺點。現今
市面上大多數電容式感測元件並不包含多工電路。缺少這類電路意謂著需要額外的針腳、電阻器、和電容器，來支援感測功能，
以及針對每個感測器元件來調校靈敏度。參考電壓必須配合外部元件(電阻器)來產生。此外，現有的電荷轉移元件需要高品質的
專屬電壓調節器，以確保輸出無雜訊的電壓，讓電閘電容器能在無雜訊且無錯誤的環境下運作。
Sigma-Delta 調變
Sigma-Delta

調變也使用一個電閘電容器網路來對一個大型

“匯流排調整”電容器進行充電。然而，在這個拓撲中，外部電容器不會從一個初始電壓充電到參考電壓。外部電容器的電壓反而
會進行調變，並配合充電與放電步驟的參考電壓。根據比較器的位元流密度，來比較這些步驟的時間長度。若密度夠高，感測器
就會讀出 “on” 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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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CSD 模塊圖表
感測電容器作為一個電閘電容與類比輸入端的等效電阻，這個輸入端通常會透過一個內部電路來連結至一個大型外部電容器
。當外部電容器的電荷增加時，電壓也會跟著提高。這個電壓也是比較器其中一個輸入值。當比較器的輸入值達到臨界電壓時，
一個放電電路(接地的電阻器)就會連結，外部電容器的電荷就會釋出，其速度取決於電容器的啟始電壓以及泄放電阻值。當外部
電容器的電壓下降時，會再度超過臨界電壓，接地電阻器就會切斷連結。外部電容器的電壓再次提高，整個程序就會再重複。
(如圖2)
外部電容器的充電/放電週期可以比較器輸出端的位元流呈現。這個位元流是
‘ANDed’，含有一個脈衝寬度調變器，搭配一個計時器。計時器的輸出端是用來處理電容變化，並判斷感測器的啟用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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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比較器的輸入/輸出波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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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Sigma-Delta調變感測方法的一項附加利益，是電閘電容器網路的偽隨機控制機制。偽隨機序列產生器(PRS)

–

而不是一個固定頻率的時脈

–

可用來為電閘電容器網路提供時脈；如此一來，減少了電容式感測電路的電磁干擾與電磁輻射，尤其適合支援汽車、家電產品、
以及工業應用等。PRS會增加掃瞄獨立式感測器所需的時間，限制其在高速應用的實用性。
外部匯流排調整電容器的尺寸，可適當調整，以改善量測電路的抗雜訊能力。事實上，在某些情況下並不需要外部電容器，
但若匯流排電容夠低，輸入的阻抗又夠高，電路就可能面臨電磁干擾影響正常運作的情況。雖然較大的電容值能改善覆蓋雜訊效
能，但卻也會限制靈敏度，或讓掃瞄時間過長，以致外部電容器的尺寸過大。
連續近似法與單斜率ADC
運用連續近似法以及一個單斜率ADC的電容式感測元件，採用和先前所述的兩種感測方法相類似的電閘電容器網路。一個
電流DAC

(iDAC)

搭配外部電容器連結至匯流排，電閘電容器網路連結至外部電容器與比較器輸入端，並進行充電至臨界電壓。對外部電容器充電
至臨界電壓所需的時間進行量測，並將其結果與儲存值進行比對，以研判感測器的啟動狀態與層級。 (如圖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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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CSA模塊圖表
當電閘電容的等效電阻對外部電容器放電至接地時，連續近似法是用來研判正確的iDAC值，以維持外部電容器的電壓(如圖
4)。這個數值會被儲存，並用作為對單斜率ADC充電的參考。電閘電容器電路作為對匯流排充電的iDAC(第一階段)。其結果就是
單斜率ADC的起始電壓取決於電閘電容器電路中感測電容器的尺寸。

Vstart =

1
⋅ iDAC
f ⋅CX

電閘電容器之後切斷與匯流排的連結，而外部電容器從Vstart
(第二階段)進行充電。較低的起始電壓會產生較長的充電時間，因為iDAC
的相同電流輸送至外部電容器時，同時提高了電壓。(如圖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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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 充電圖

外部電容器的電壓之後透過一個低通濾波器而降低，並與電容器網路串接，並連結至比較器的輸入端。控制電路利用這段時
間處理資料，並根據電容輸入值來做決策。在第三階段，則針對單次掃瞄至儲存值的次數進行計算。若變更幅度夠大，則可啟動
感測器。
連續近似感測方法能以最少數量的外部元件，建構出可用的電路；大多數應用採用單一電容，不一定和應用的需求有直接關
聯。匯流排的內部電容，和比較器、iDAC、以及感測電容器相連結，可能足以達到所需的抗雜訊能力。此外，連續近似感測法
不會受到電源暫態效應所影響，因為電閘電容器是一個等效接地電阻器，而iDAC是來自於內部參考源，而不是直接以VDD連結。
用來建置連續近似法的元件，受到外部電容式感測功能的限制。因此，它們雖以針對電容式感測進行最佳化，但也只能執行一些
像是LED控制等的基本數位功能。連續近似法現已普及至更多通用型元件，以及搭載更多程式記憶體、類比與數位功能、以及更
高的I/O數的元件。
補償
任何電容式感測方案建置都必須解決系統層級變數，以及因溫度、溼度、靜電放電(ESD)與其他因素所產生的干擾問題。像
是溫度與溼度等因素的改變，對於系統逐漸產生效應，且必須持續追蹤，以確保溫度與系統電容的改變對控制電路效能的影響，
均納入考量範圍。由於材料會隨著溫度的上升而膨脹，電容計算公式中的A與d都會增加。此外，感測覆蓋與基板的介電常數都
會隨著溫度而改變。如先前所述，這類改變是逐漸的。在許多狀況下，系統溫度要經過數分鐘才會改變一度。在先前所述的所有
感測方法中，數分鐘等於經過數千次的掃瞄。這讓控制電路能在極短時間內做出反應，讓使用者或主控制器察覺不出來。
像是靜電放電等事件，會對電容式感測系統產生較大的影響，但時間卻相當短暫。若妥善設計元件硬體，並經過專門設計用
來辨識靜電放電這種特殊且重複事件之偵測演算法，這些影響可在幾次掃瞄後就會消失且可被忽略。
像Cypress可程式系統單晶片(PSoC®)這樣的元件，讓研發業者能控制大多數的補償參數，在系統因應環境變遷，以及產品
可用性需求間，取得理想的平衡點。

電容式感測技術持續演進，以上介紹的感測方法還有非常大的發展空間。許多新的設計理念不斷地被進
行測試，而研發業者亦致力降低功耗、提高靈敏度、縮短掃瞄時間、以應付日趨嚴苛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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