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www.microchip.com/touch

触摸和输入传感解决方案

触摸和输入传感



触摸和输入传感解决方案

带按钮的用户界面有多个可移动部件，这会显著降低它们的
可靠性。还需要复杂的设计和组装，以及在模具方面的大量
投入。Microchip触摸技术（如电容式或金属表面电容式）
使设计人员可以较低的系统总成本设计出颇具吸引力的用
户界面。 

   ■ 易于使用

•   现成

•   基于单片机

   ■ 稳健

•   高SNR（信噪比）

•   通过IEC61000、EFT和BCI测试

   ■ 功耗最低

•   接近传感电流最低为1 μA
•   电容传感电流最低为5 μA

电容触摸传感

工作原理

电容由两个相互靠近的电隔离导体构成。这两个导体可以
为接线、PCB上的走线，甚至人体。电容触摸传感器是一块
覆铜的焊盘，它与位于系统中其他位置的接地端进行容性
耦合，产生寄生电容。诸如玻璃之类的盖板材料用作用户
触摸表面。一旦用户的指尖触碰，电容值就会变大，并可
由系统检测到。

基于单片机的解决方案

Microchip提供了一系列标准PIC MCU，使您可以将MCU专
门用于触摸功能或将触摸传感功能与其他应用功能集成到
单颗MCU中：

   ■ 用于触摸传感功能的8、16和32位PIC MCU
   ■ 从6引脚到144引脚器件

   ■ 最高512 KB的闪存

   ■ 片上集成选项包括USB、CAN、IrDA®、无线协议栈、分
段式LCD，以及用于TFT/STN显示屏的图形加速器和LCD
驱动器

增强型mTouch™电容触摸传感评估工具包
（DM183026-2）

增强型mTouch电容触摸传感评估工具包为
使用8、16和32位PIC MCU开发各种电容
触摸传感应用提供了一个简单的平台。

mTouch电容触摸软件包

mTouch软件包使设计人员可以轻松将触摸传感技术集成于
其应用。可在一颗小型专用控制器中实现触摸传感，或在
一颗MCU中集成完整的应用。

Microchip的触摸传感和其他输入传感技术屡获殊荣，能广泛应用于各种应用。Microchip将自己的算法和技术提供给工程
师，以助他们利用各种PIC®单片机随心所欲地开发业界领先的稳健触摸传感应用。Microchip不断扩展的产品组合使工程师
受益匪浅，丰富的产品具有各种性能级别、外设组合、超低功耗（XLP）、小型封装以及诸如金属表面电容触摸、三维位置
和手势传感等独特技术。

按键、滑动条和接近传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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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键、滑动条和接近传感

现成解决方案

CAP1XXX和MTCH1XX电容式触摸控制器提供了一系列广泛
的滑动条、按钮和接近传感功能。图形用户界面（GUI）使
设计人员可以分析传感器数据和轻松配置控制器。

   ■ 1至14个传感器

   ■ 最多11个LED驱动器

   ■ 增强型接近传感选项与保护环

   ■ I2C™或SPI通信

   ■ 1.8-5.5V
   ■ 最小为2 × 3 TDFN

CAP1188评估板（DM160222）
CAP1188评估工具包为使用CAP11XX系
列评估和开发各种电容触摸传感应用提
供了一个简便的平台。

CAP1298评估板（DM160223）
CAP1298评估工具包为使用CAP12XX
系列评估和开发各种电容触摸传感和
接近传感应用提供了一个简便的平台。

金属表面电容触摸技术

应用笔记

   ■ 《mTouch™触摸传感解决方案采集方法电容分压器》，AN1478
   ■ 《实现稳健触摸传感设计的技术》，AN1334
   ■ 《Microchip电容式接近检测设计指南》，AN1492
   ■ 《mTouch™金属表面电容触摸技术》，AN1325
   ■ mTouch Conducted Noise Immunity Techniques for CTMU Peripheral，AN1317
   ■ Capacitive Touch Using Only an ADC (CVD)（适用于PIC10/12/16/24H/32 MCU），AN1298
   ■ 《Microchip用于电容触摸应用的CTMU》（适用于PIC18和PIC24F MCU），AN1250

除了电容触摸之外，Microchip还开发了金属表面电容触摸技
术，该技术可以：

   ■ 使用抛光或拉丝金属表面，包括不锈钢和铝

   ■ 透过手套感应

   ■ 构造完全防水的设计

   ■ 部署盲人友好的界面

金属表面电容触摸技术可以使用与电容触摸技术相同的硬
件、PCB、电子元件和软件实现。

工作原理

金属表面电容触摸系统将悬于电容触摸传感器上的导电目标
层作为电容的另一个极板。当用户在目标上向下施力时，由
此产生的形变会使目标中心更靠近电容传感器。间距变化会
导致电容值变化，变化量由触摸控制器测量。

目标可以是在外表面上印或刻有一些标记或图案的金属薄
片、塑料筋膜层背面的金属盖片、或者是由金属和塑料组成
的注塑层。间隔层通常为在电容传感器上方留空的粘结胶，
传感器本身可以为塑料薄膜上的印制导电焊盘或蚀刻在PCB
表面上的焊盘。

 

金属表面电容触摸配件工具包（AC183026）
金属表面电容触摸配件工具包包含
两块用于展示金属表面电容触摸技
术的子板。一块子板采用不锈钢盖
板，另一块采用塑料盖板。与增强

型mTouch电容触摸传感评估工具包配合使用时，它可以提
供一种简便的方法来评估Microchip这一特有技术。

关于数据手册、用户指南和一般设计信息，请访问 www.microchip.com/touc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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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摸屏和触摸板控制器

触摸屏和触摸板控制器
Microchip为触摸屏和触摸板应用提供了一系列广泛的触
摸解决方案组合，使设计人员可以简便地集成触摸传感 
界面。

   ■ 高灵活性

•   我们同时提供源代码和现成触摸解决方案，并且用户
还可以选择将触摸传感功能与应用程序代码集成到单
颗低成本MCU上

   ■ 精密性

•   高级触摸解决方案使用精密的专有触摸解码算法，向
应用程序发送经过完全处理的可靠触摸坐标

   ■ 易于集成

•   无需大量的开发时间、风险或成本，即可将触 
摸技术添加到应用中

投射电容式和电阻式触摸解决方案
Microchip同时提供投射电容式和电阻式触摸解决方案，使
您可以选择最适合的设计方案。每种解决方案具有不同的
优点：

投射电容式

   ■ 玻璃面板传感器构造可提供高耐用性、优异的光学和光
触性能

   ■ 多点触控功能，可支持手势 

模拟电阻式

   ■ 可接受手指、手套或触笔输入的低成本传感器

   ■ 易于制造和集成

触摸传感技术比较

模拟电阻式 投射电容式

< 6"的屏幕的成本 最低 低

> 10"的屏幕的成本 最低 高

光学性能 75% 90%

屏幕寿命 长 更长

集成难易度 容易 中等

多点触控 受限 是

触摸对象 手指、触笔/手套 手指

电阻式技术概述 
工作原理

两个导电聚酯涂层通过间隔层分隔。发生触摸时，（柔
性）上层会向间隔层方向移动，并与（固定）下层接触。
接触点会在X和Y方向构成一个分压器。

AR1000电阻式触摸控制器的优点

   ■ 可靠的即装即用设计

   ■ 所有触摸数据无需主机处理

   ■ 内置解码与高级滤波功能

   ■ 低系统功耗——触摸时唤醒

   ■ 通用，支持所有4/5/8线传感器

   ■ SPI、I2C、UART或USB接口

   ■ 可用于大多数主要平台的免费驱动程序

电阻式触摸传感的开发工具
Microchip提供了全功能的硬件和功能丰富的GUI，使用户可
以使用AR1000电阻式触摸控制器快速实现高成本效益的现
成解决方案。

mTouch AR1100
开发工具包

（DV102012）

mTouch AR1000
开发工具包

（DV102011）

4 触摸和输入传感解决方案



触摸屏和触摸板控制器

投射电容式技术

包含的手势

MTCH6301现成投射电容式触摸控制器包含了11种单指手势。

投射电容式触摸传感的开发工具

Microchip使用户可以简便地向界面设计中添加手势和多点触控功能。

Microchip的投射电容式技术支持囊括8、16和32位PIC单
片机产品组合的解决方案。Microchip同时提供了现成解决
方案和基于单片机的解决方案。您可以使用专用MCU实现
触摸功能，也可以将其他应用与触摸功能集成到单颗MCU
中。我们灵活的免版税源代码和现成投射电容式触摸控制
器为您提供了解决方案，使您可以创造满足消费者需求的
创新用户界面。

功耗最低的触摸板

Microchip的低功耗、低成本解决方案给触摸板设计带来了
关键优势，简化其设计并加快上市。Microchip利用超低功
耗（XLP）技术来提供业界领先的低功耗触摸解决方案，可
以最大程度延长电池寿命。以使用PIC16LF1509开发的有
11个通道的典型应用为例，在2V下工作时，其功率测量结
果为：

   ■ 待机功耗 <1 μW
   ■ 接近传感功耗 <30 μW
   ■ 工作功耗 <300 μW

工作原理

投射电容式触摸传感器的工作原理是测量由于人的手指或
其他物体的影响而在电极上产生的微小电容变化。

   ■ 一个或两个导电薄层 
   ■ 屏幕配置为行和列的形式

   ■ 接触点通过行和列单元电极的电容变化确定

单击

双击

点击并按住

向上滑动

向上滑动并按住

向下滑动

向下滑动并按住

向左滑动

向左滑动并按住

向右滑动

向右滑动并按住

带手势功能的投射电容式触摸板开发工具包
（DM320016）

   ■  包含一个经过改进的MTCH6301，
用以提供触摸输入以及驱动点阵式
LCD

   ■  多点触控检测，最多8个触点

   ■  Microchip的CVD电容传感方法

   ■ 休眠与触摸时唤醒

   ■ 双触摸绘图 
   ■ 单触摸手势 
   ■ GUI可用于观察信号和调整固件参数

   ■ 带有传感器设计准则的完整参考设计

带投射电容式触摸控制器的PIC32 GUI开发板
（DM320015）

 带有投射电容式触摸控制器的PIC32 GUI
开发板用于开发高成本效益的多点触控
图形用户界面。它具有4.3" WQVGA触 
摸显示屏，无需外部图形控制器即可开
发图形解决方案。多点触控用户输入通

过Microchip现成的投射电容式触摸控制器MTCH6301获得
支持。

关于数据手册、用户指南和一般设计信息，请访问 www.microchip.com/touc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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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跟踪和手势传感

采用GestIC®技术的MGC3130 3D手势控制器
MGC3130是一种独特的用户界面（UI）解决方案，提供了
实时手势识别和手位置跟踪功能，给用户界面设计开启一片
崭新的天地。

UI在消费者的购买决策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借助
Microchip的MGC3130 3D手势控制器，您可以将下一代UI
添加到几乎任何产品中。MGC3130采用了Microchip拥有专
利的GestIC技术，可以对自由空间中的手及手指运动进行三
维（3D）手势识别、手位置跟踪和接近检测，实现用户命
令输入。

电场传感的优点

类似于电容触摸传感，使用电场传感进行3D跟踪允许将电
极隐藏在设备外壳后。这使用户可以实现美观的产品设计，
而无需摄像头或基于红外线的系统通常所需的孔洞或其他开
口。此外，采用电场传感技术时，传感区域可以覆盖整个表
面，不会存在任何盲点。可视传感技术通常会产生盲点。环
境影响（如光和声音）不会影响电场，并且MGC3130可以
使用一系列模拟滤波、跳频和数字信号处理轻松应对电气噪
声源。

低成本、低功耗实现

考虑到摄像头和其他基于光学的系统的功耗和处理能力因
素，提供了GestIC技术作为一种成本更低、功耗更低的替
代方案。

MGC3130采用由任何导电材料（如印制电路板（PCB）或
铟锡氧化物（ITO）涂层）制成的薄膜传感电极。MGC3130
无需其他有源元件，提供了一种极具成本效益的系统解决
方案。

该芯片不仅本身功耗低，而且支持高级功耗管理模式，能
够在电池供电的移动设备中实现始终启用的3D传感。这使
应用可以处于功耗较低的待机模式，同时仍然能够检测到
用户接近。手势MGC3130可以快速从待机模式切换到全功
能的手位置跟踪和手势识别，因而在手势检测过程中，用
户不会察觉到任何中断。

MGC3130可直接输出即用结果：在芯片上检测到的手势、 
x/y/z位置和接近状态。MGC3130是用于下一代用户界面的
真正单芯片解决方案，可以支持基于手势的嵌入式UI应用。

 
 
 
快速、精确、稳健

MGC3130以低功耗混合信号片上芯片（SoC）的方式实现，
提供了一组丰富的智能功能，包括：

   ■ 32位数字信号处理单元

   ■ 0（触摸）至15 cm的检测范围 
   ■ 150 dpi分辨率

   ■ 200 Hz（5 ms）下进行快速数据采样

   ■ 通过以下功能，即使在嘈杂环境下也具有稳健的性能：

•   通过超低噪声模拟前端进行信号采集

•   自动噪声抑制与数字信号处理

•   通过跳频来避免噪声源

•   通过持续自校准来保持性能一致

   ■ 一系列节能模式

•   处理操作：20 mA（3.3V时）

•   接近时自动唤醒：110 μA（3.3V时）

•   休眠模式：9 μA（3.3V时）

   ■ 可现场升级的片内手势包

   ■ 数字接口（I2C）

   ■ 最多5个可链接到各种手势（手势端口）的可配置输出

手位置跟踪
与手势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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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跟踪和手势传感

关于数据手册、用户指南和一般设计信息，请访问 www.microchip.com/gestic 。

片内手势识别

包含的手势

评估工具

手势识别在芯片内完成，无需额外处理，简化了设计。这是
GestIC技术的一项独特功能，可加快产品上市。在系统的其
余部分掉电或处于节能模式时，MGC3130可以利用手势包
识别手势。可现场升级该手势包，这样当有新的手势算法
时，系统将能够支持并使用这些算法。

类似于语音和语言，每个人的手势都有其独特性，在节
奏、幅度和一系列广泛的其他度量标准方面存在差异。集
成的GestIC Colibri Suite利用隐马尔科夫模型来实现各种手
势的高识别率。它可以检测有意手势与一般手部运动之间
的细微差异，限制对于非预期手势的响应。

Sabrewing评估工具（DM160217）
该工具为研究低成本、高性能MGC3130
提供了一个完整的解决方案。该工具支
持传感器输出数据显示、呈现实时位置
数据、手势识别和自动唤醒，可用于评
估采用MGC3130 3D手势控制器开发的
下一代UI。

特性：
   ■ 7" 采用GestIC技术的电极
   ■ 板上MGC3130（GestIC Colibri Suite）
   ■ 板上USB通信
   ■ USB供电
   ■ Microchip的AUREA图形用户界面（GUI），适用于

Windows® 7和Windows 8

AUREA GUI可以完全控制MGC3130的参数和设置，简化了
参数的更新和保存。

Hillstar开发工具包（DM160218）
该工具包为使用低成本、高性能
MGC3130进行设计提供了一个完整的
模块化解决方案。可使用Microchip的
AUREA设计软件（GUI）设置系统参数。 

 特性：

   ■  5"电极和各种电极参考设计

   ■  采用GestIC技术的电极设计指南

   ■ MGC3130器件（含GestIC Colibri  
     Suite）

   ■ I2C/USB桥接器（USB供电）

   ■ GestIC技术接口库手册

   ■ I2C接口参考代码

   ■ Microchip的AUREA GUI，适用于Windows 7和Windows 8
   ■ AUREA手册

   ■ SDK，适用于Windows 7和Windows 8

AUREA GUI可以完全控制MGC3130的参数和设置，简化了
参数的更新和保存。AUREA还提供了现成的MGC3130 3D
手势控制器的传感器输出数据显示，呈现实时位置数据、
手势识别和自动唤醒功能。

接近唤醒主要用于在手部接近传感区域时唤醒
MGC3130（以及系统的其余部分）。

弹指手势指的是朝4个方向滑动或沿着这4个方 
向的边沿轻弹：东、南、西、北。它们通常用于表示
命令，例如下一个、上一个、开/关或向上/向下。

顺时针和逆时针画圈手势提供诸如旋转和前进/
后退之类命令的替代性指令手势。

风火轮手势是用于上/下调整级别和值的直观输
入。输出分辨率的调节范围为每圈4次至每圈32
次。

传感器触摸用于检测5个接收电极中任意一个电
极处的触摸、点击或双击。它通常用于选择和确
认命令。

x-y-z和原始信号位置跟踪可用于对手势、定制手
势或输入传感执行额外的前限定和/或后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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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rochip Technology Inc. 
2355 W. Chandler Blvd. 

Chandler, AZ 85224-6199

支持
Microchip致力于帮助客户更快更高效地开发产品。我们拥有
一个覆盖全球的现场应用工程师和技术支持网络，随时准备
提供产品和系统协助。此外，www.microchip.com 上提供了 
以下服务领域：

■ 技术支持链接提供快速获得问题解答的方法： 
 http://www.microchip.com/support
■ 样片链接提供任何Microchip器件的评估样片： 
 http://sample.microchip.com
■ 论坛链接提供访问知识库和互助信息： 
 http://forum.microchip.com
■ 购买链接提供Microchip各销售渠道合作伙伴的联系方式：  
 www.microchip.com/sales

培训
如果您希望接受额外的培训，Microchip可以助您一臂之力。
我们一直在扩充我们的技术培训方式，不仅在各地举行一系
列不断丰富的教程和有深度的课程，还提供大量有价值的在
线资源，以供您随时使用。

■ 技术培训中心及其他资源：www.microchip.com/training
■ MASTERs技术精英年会：www.microchip.com/masters
■ 全球研讨会：www.microchip.com/seminars
■ eLearning：www.microchip.com/webseminars

美洲

公司总部

Tel: 1-480-792-7200
亚特兰大 
Tel: 1-678-957-9614
奥斯汀

Tel: 1-512-257-3370
波士顿 
Tel: 1-774-760-0087
芝加哥 
Tel: 1-630-285-0071
克里夫兰 
Tel: 1-216-447-0464
达拉斯 
Tel: 1-972-818-7423
底特律 
Tel: 1-248-848-4000
休斯顿

Tel: 1-281-894-5983
印第安纳波利斯 
Tel: 1-317-773-8323
洛杉矶 
Tel: 1-949-462-9523
纽约

Tel: 1-631-435-6000
圣何塞

Tel: 1-408-735-9110
加拿大多伦多 
Tel: 1-905-673-0699

欧洲

奥地利 - 韦尔斯 
Tel: 43-7242-2244-39
丹麦 - 哥本哈根 
Tel: 45-4450-2828
法国 - 巴黎 
Tel: 33-1-69-53-63-20
德国 - 杜塞尔多夫 
Tel: 49-2129-3766400
德国 - 慕尼黑

Tel: 49-89-627-144-0
德国 - 普福尔茨海姆

Tel: 49-7231-424750
意大利 - 米兰 
Tel: 39-0331-742611
意大利 - 威尼斯

Tel: 39-049-7625286
荷兰 - 德卢内市 
Tel: 31-416-690399
波兰 - 华沙

Tel: 48-22-3325737
西班牙 - 马德里 
Tel: 34-91-708-08-90
瑞典 - 斯德哥尔摩

Tel: 46-8-5090-4654 
英国 - 沃金厄姆 
Tel: 44-118-921-5800

亚太地区

亚太总部

Tel: 852-2401-1200
中国 - 北京 
Tel: 86-10-8569-7000
中国 - 成都 
Tel: 86-28-8665-5511
中国 - 重庆 
Tel: 86-23-8980-9588
中国 - 杭州 
Tel: 86-571-2819-3187
中国 - 香港特别行政区 
Tel: 852-2943-5100
中国 - 南京 
Tel: 86-25-8473-2460
中国 - 青岛 
Tel: 86-532-8502-7355
中国 - 上海 
Tel: 86-21-5407-5533
中国 - 沈阳 
Tel: 86-24-2334-2829
中国 - 深圳 
Tel: 86-755-8864-2200
中国 - 武汉 
Tel: 86-27-5980-5300
中国 - 西安 
Tel: 86-29-8833-7252 
中国 - 厦门 
Tel: 86-592-238-8138
中国 - 珠海 
Tel: 86-756-321-0040

全球销售和服务网点

亚太地区

台湾地区 - 高雄 
Tel: 886-7-213-7830
台湾地区 - 台北 
Tel: 886-2-2508-8600
台湾地区 - 新竹 
Tel: 886-3-5778-366
澳大利亚 - 悉尼 
Tel: 61-2-9868-6733
印度 - 班加罗尔 
Tel: 91-80-3090-4444
印度 - 新德里 
Tel: 91-11-4160-8631
印度 - 浦那 
Tel: 91-20-3019-1500
日本 - 大阪 
Tel: 81-6-6152-7160
日本 - 东京 
Tel: 81-3-6880-3770
韩国 - 大邱 
Tel: 82-53-744-4301
韩国 - 首尔 
Tel: 82-2-554-7200
马来西亚 - 吉隆坡 
Tel: 60-3-6201-9857
马来西亚 - 槟榔屿 
Tel: 60-4-227-8870
菲律宾 - 马尼拉 
Tel: 63-2-634-9065
新加坡 
Tel: 65-6334-8870
泰国 - 曼谷 
Tel: 66-2-694-1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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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技术支持：http://www.microchip.com/support        国内技术支持热线：800-820-6247或400-820-6247

国内技术支持：china.techhelp@microchip.com        国内免费microchipDIRECT支持热线：400-820-5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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