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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发明名称

键盘

(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一种键盘，所述键盘包括多个按

键和分别与多个按键对应的多个声表面波传感

器装置，其中，连接到主机装置上的声表面波阅

读器向所述声表面波传感器装置发送询问射频

信号，所述声表面波传感器装置响应于接收的询

问射频信号向所述声表面波阅读器发送答复射

频信号。根据本发明示例性实施例的键盘采用了

无源的声表面波传感器装置来传输按键信号，在

使用过程中无需充电，可以延长键盘的使用时

间，给用户带来使用便利；此外，键盘中的各个部

件可被设置在柔性电路板上，每个按键之间的部

分可以弯曲，并且由于声表面波传感器装置的封

装面积可以做到很小并且可采用成本较小的成

熟的半导体工艺来制作，所述键盘还可具有轻

薄、可弯曲和成本低的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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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键盘，其特征在于，包括多个按键和分别与多个按键对应的多个声表面波传感

器装置，其中，连接到主机装置上的声表面波阅读器向所述多个声表面波传感器装置发送

询问射频信号，所述多个声表面波传感器装置响应于接收的询问射频信号向所述声表面波

阅读器发送答复射频信号，

其中，当有按键被按压时，所述声表面波阅读器根据接收的答复射频信号的变化来确

定被按压的按键。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键盘，其中，所述多个声表面波传感器装置为温度声表面波传

感器装置。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键盘，其中，按键被按压时与所述按键对应的声表面波传感器

装置发送的答复射频信号与按键未被按压时与该按键对应的声表面波传感器装置发送的

答复射频信号不同。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键盘，其中，所述多个声表面波传感器装置中的每个声表面波

传感器装置包括：声表面波标签和标签天线，其中，当按键未被按压时，与所述按键对应的

声表面波传感器装置的声表面波标签和标签天线之间的连接处于断开状态；当至少一个按

键被按下时，与所述至少一个按键对应的至少一个声表面波传感器装置的声表面波标签和

标签天线之间的连接处于闭合状态，所述至少一个声表面波传感器装置的标签天线从所述

声表面波阅读器接收询问射频信号并通过处于闭合状态的连接而将接收的询问射频信号

传输到所述至少一个声表面波传感器装置的声表面波标签，所述至少一个声表面波传感器

装置的声表面波标签响应于接收的询问射频信号产生答复射频信号，通过处于闭合状态的

连接而将产生的答复射频信号传输到所述至少一个声表面波传感器装置的标签天线，并且

所述至少一个声表面波传感器装置的标签天线将产生的答复射频信号发送到所述声表面

波阅读器。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键盘，其特征在于，所述多个声表面波传感器装置中的至少一

部分声表面波传感器装置的标签天线集成为共用的一根标签天线。

6.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键盘，其特征在于，与不同的被按压的按键对应的声表面波传

感器装置的声波表面波标签产生的答复射频信号具有不同的频率或不同的延迟时间。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键盘，其特征在于，所述声表面波阅读器根据接收的答复射频

信号的频率或延迟时间来确定发送所述答复射频信号的声表面波标签，从而确定与包括所

述声表面波标签的声表面波传感器装置对应的按键。

8.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键盘，其特征在于，与不同的按键对应的声表面波传感器装置

的声波表面波标签中的反射栅与叉指换能器之间的距离不同。

9.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键盘，其特征在于，与不同的按键对应的声表面波传感器装置

的声波表面波标签中的叉指换能器的图形不同。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键盘，其特征在于，所述多个声表面波传感器装置设置在柔

性印刷电路板上。

11.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键盘，其特征在于，当主机装置启动时，所述声表面波阅读器

发送询问射频信号并接收答复射频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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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盘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输入设备的技术领域。更具体地讲，涉及一种键盘。

背景技术

[0002] 无线键盘的盘体与电脑间没有直接的物理连线，通过无线通信将输入信息传送给

与电脑连接的接收器。无线键盘省去了有线键盘的线缆，方便了消费者。不过，现有的无线

键盘大多基于蓝牙(Bluetooth,BT)技术，使用一段时间后必须更换电池，或者对其进行充

电后，方能继续使用，使用不便利。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键盘，以解决现有的无线键盘使用不便利的问题。

[0004] 本发明的一方面提供一种键盘，所述键盘包括多个按键和分别与多个按键对应的

多个声表面波传感器装置，其中，连接到主机装置上的声表面波阅读器向所述多个声表面

波传感器装置发送询问射频信号，所述多个声表面波传感器装置响应于接收的询问射频信

号向所述声表面波阅读器发送答复射频信号。

[0005] 可选地，所述多个声表面波传感器装置为温度声表面波传感器装置。

[0006] 可选地，按键被按压时与所述按键对应的声表面波传感器装置发送的答复射频信

号与按键未被按压时与该按键对应的声表面波传感器装置发送的答复射频信号不同。

[0007] 可选地，所述多个声表面波传感器装置中的每个声表面波传感器装置包括：声表

面波标签和标签天线，其中，当按键未被按压时，与所述按键对应的声表面波传感器装置的

声表面波标签和标签天线之间的连接处于断开状态；当至少一个按键被按下时，与所述至

少一个按键对应的至少一个声表面波传感器装置的声表面波标签和标签天线之间的连接

处于闭合状态，所述至少一个声表面波传感器装置的标签天线从所述声表面波阅读器接收

询问射频信号并通过处于闭合状态的连接而将接收的询问射频信号传输到所述至少一个

声表面波传感器装置的声表面波标签，所述至少一个声表面波传感器装置的声表面波标签

响应于接收的询问射频信号产生答复射频信号，通过处于闭合状态的连接而将产生的答复

射频信号传输到所述至少一个声表面波传感器装置的标签天线，并且所述至少一个声表面

波传感器装置的标签天线将产生的答复射频信号发送到所述声表面波阅读器。

[0008] 可选地，所述多个声表面波传感器装置中的至少一部分声表面波传感器装置的标

签天线集成为共用的一根标签天线。

[0009] 可选地，与不同的被按压的按键对应的声表面波传感器装置的声波表面波标签产

生的答复射频信号具有不同的频率或不同的延迟时间。

[0010] 可选地，所述声表面波阅读器根据接收的答复射频信号的频率或延迟时间来确定

发送所述答复射频信号的声表面波标签，从而确定与包括所述声表面波标签的声表面波传

感器装置对应的按键。

[0011] 可选地，与不同的按键对应的声表面波传感器装置的声波表面波标签中的反射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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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叉指换能器之间的距离不同。

[0012] 可选地，与不同的按键对应的声表面波传感器装置的声波表面波标签中的叉指换

能器的图形不同。

[0013] 可选地，所述多个声表面波传感器装置设置在柔性印刷电路板上。

[0014] 可选地，当主机装置启动时，所述声表面波阅读器发送询问射频信号并接收答复

射频信号。

[0015] 根据本发明示例性实施例的键盘采用了声表面波传感器装置来传输按键信号，而

声表面波传感器装置是无源器件，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无需充电，可以延长键盘的使用时间，

给用户带来使用便利。

[0016] 此外，根据本发明示例性实施例的键盘中的各个部件可被设置在柔性电路板上，

每个按键之间的部分可以弯曲，并且由于声表面波传感器装置的封装面积可以做到很小并

且可采用成本较小的成熟的半导体工艺来制作，因此，根据本发明示例性实施例的键盘除

了具有无源的优点以外，还可具有轻薄、可弯曲和成本低的优点。

[0017] 将在接下来的描述中部分阐述本发明另外的方面和/或优点，还有一部分通过描

述将是清楚的，或者可以经过本发明的实施而得知。

附图说明

[0018] 通过下面结合附图进行的详细描述，本发明的上述和其它目的、特点和优点将会

变得更加清楚，其中：

[0019] 图1示出根据本发明示例性实施例的键盘的截面示意图；

[0020] 图2示出根据本发明示例性实施例的键盘的电路示意图；

[0021] 图3示出根据本发明另一示例性实施例的键盘的电路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下面参照附图详细描述本发明的实施例。

[0023] 根据本发明示例性实施例的键盘包括多个按键和分别与多个按键对应的多个声

表面波传感器装置。当主机装置启动时，连接到主机装置上的声表面波阅读器向所述多个

声表面波传感器装置发送询问射频信号，所述多个声表面波传感器装置响应于接收的询问

射频信号向所述声表面波阅读器发送答复射频信号。当有按键被按压时，所述声表面波阅

读器可根据接收的答复射频信号的变化来确定被按压的按键。

[0024] 根据本发明示例性实施例的键盘采用了声表面波传感器装置来传输按键信号，而

声表面波传感器装置是无源器件，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无需充电，可以延长键盘的使用时间，

给用户带来使用便利。

[0025] 这里，所述声表面波传感器装置可以是各种类型的声表面波传感器装置。例如，所

述声表面波传感器装置为温度声表面波传感器装置。温度声表面波传感器装置一般利用对

温度敏感的材料作为声表面波传播的基底，可以很灵敏地响应温度的变化；温度变化后，会

影响声表面波在其表面的传播速度，进而影响答复射频信号的谐振频率或延迟时间，因温

度和频率或延迟时间有一定的关系，声表面波阅读器通过软件算法即可通过接收到的答复

射频信号的频率或延迟时间，反向计算出温度，实现对温度的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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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6] 当按键被按压时，由于被按压的按键被人体接触，按键的温度发生了变化，按键将

温度的变化传递给与被按压的按键对应的声表面波传感器装置，于是，与所述被按压的按

键对应的声表面波传感器装置发送的答复射频信号与按键未被按压时与该按键对应的声

表面波传感器装置发送的答复射频信号不同。声表面波阅读器可根据接收的与该被按压的

按键对应的声表面波传感器装置发送的答复射频信号的变化来确定被按压的按键。

[0027] 所述声表面波传感器装置可以具有各种结构，例如，所述多个声表面波传感器装

置中的每个声表面波传感器装置可包括：声表面波标签和标签天线。当按键未被按压时，与

所述按键对应的声表面波传感器装置的声表面波标签和标签天线之间的连接处于断开状

态；当至少一个按键被按下时，与所述至少一个按键对应的至少一个声表面波传感器装置

的声表面波标签和标签天线之间的连接处于闭合状态。

[0028] 图1示出根据本发明示例性实施例的键盘的截面示意图。如图1所示，可在按键10

的下方设置一个相应的开关20，当按键10被按下时，与按键10相应的开关20闭合，从而与按

键10对应的声表面波传感器装置的声表面波标签30和标签天线40之间的连接处于闭合状

态，标签天线40从所述声表面波阅读器接收询问射频信号并通过处于闭合状态的连接而将

接收的询问射频信号传输到所述声表面波传感器装置的声表面波标签30，所述声表面波传

感器装置的声表面波标签30响应于接收的询问射频信号产生答复射频信号，通过处于闭合

状态的连接而将产生的答复射频信号传输到所述声表面波传感器装置的标签天线40，并且

所述声表面波传感器装置的标签天线40将产生的答复射频信号发送到所述声表面波阅读

器。

[0029] 这里，每个按键10被按压时，其对应的声表面波传感器装置的声表面波标签30产

生的答复射频信号不同，声表面波阅读器将根据接收到的答复射频信号来确定被按压的按

键10。当有多个按键10同时被按压时，声表面波阅读器可根据接收到的多个不同的答复射

频信号来确定多个被按压的按键10。

[0030] 本领域技术人员可以理解，图1中的按键10和开关20的结构可不限于图1中所示的

结构，只要按压按键10之后能使得声表面波标签30与标签天线40连接，松开按键10之后能

使得声表面波标签30与标签天线40之间的连接断开的结构都可以，例如，按键10和开关20

可被集成为一个部件。

[0031] 这里，为了节约成本以及键盘的位置空间，所述多个声表面波传感器装置中的全

部或一部分声表面波传感器装置的标签天线10可集成为共用的一根标签天线。

[0032] 如图1所示，按键10、开关20、声表面波标签30和标签天线40可被设置在柔性电路

板50上，每个按键10之间的部分可以弯曲，此外，由于声表面波传感器装置的封装面积可以

做到很小并且可采用成本较小的成熟的半导体工艺来制作，因此，根据本发明示例性实施

例的键盘除了具有无源的优点以外，还可具有轻薄、可弯曲和成本低的优点。

[0033] 以下将结合图2和图3来描述根据本发明示例性实施例的声表面波标签的具体结

构。

[0034] 图2和图3分别示出根据本发明示例性实施例的键盘的两个电路示意图。如图2和

图3所示，根据本发明示例性实施例的声表面波标签30一般包括叉指换能器301和反射栅

302。声表面波标签30的具体结构的不同将使与不同的被按压的按键10对应的声表面波传

感器装置的声波表面波标签30产生的答复射频信号具有不同的频率或不同的延迟时间。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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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地，声表面波阅读器根据接收的答复射频信号的频率或延迟时间来确定发送所述答复射

频信号的声表面波标签30，从而确定与包括所述声表面波标签30的声表面波传感器装置对

应的按键10。

[0035] 这里，可通过将不同的按键10对应的声表面波传感器装置的声表面波标签30中的

一个或多个部件设计为不同的结构来使其产生的答复射频信号具有不同的频率。例如，可

将与不同的按键10对应的声表面波传感器装置的声波表面波标签中的30中的叉指换能器

301的图形设计为不同。例如，与不同的按键10对应的传感器装置的声波表面波标签30中的

叉指换能器301的图形的以下至少一项不同：指条周期长度、声孔径、指条对数、指条宽度、

指条间距。如图2所示的根据本发明示例性实施例的键盘的电路示意图中，与不同的按键10

对应的声表面波传感器装置的声表面波标签30的叉指换能器301的图形不同(由于绘图空

间的限制，图2中未能明显地显示图形的不同)，其他结构相同，当某个按键10被按压时，与

该按键10相对应的声表面波传感器装置的声表面波标签30和标签天线40之间的连接处于

闭合状态，标签天线40通过处于闭合状态的连接而将与该按键10对应的声表面波传感器装

置的声表面波标签30产生的具有特定频率的答复射频信号传输到所述声表面波阅读器。声

表面波阅读器可根据接收的具有特定频率的答复射频信号的频率来确定产生所述答复射

频信号的声表面波标签30，从而确定与包括所述声表面波标签30的声表面波传感器装置对

应的按键10。

[0036] 这里，可通过将不同的按键10对应的声表面波传感器装置的声表面波标签30设计

为不同的结构来使其产生的答复射频信号具有不同的延迟时间。例如，将与不同的按键10

对应的声表面波传感器装置的声波表面波标签30中的反射栅302与叉指换能器301之间的

距离设计为不同。如图3所示的根据本发明示例性实施例的键盘的电路示意图中，与不同的

按键10对应的声表面波传感器装置的声表面波标签30的反射栅302与叉指换能器301之间

的距离，其他结构相同，当某个按键10被按压时，与该按键10相对应的声表面波传感器装置

的声表面波标签30和标签天线40之间的连接处于闭合状态，标签天线40通过处于闭合状态

的连接而与该按键10对应的声表面波传感器装置的声表面波标签30产生的具有特定延迟

时间的答复射频信号传输到所述声表面波阅读器。声表面波阅读器可根据接收的具有延迟

时间的答复射频信号的延迟时间来确定产生所述答复射频信号的声表面波标签30，从而确

定与包括所述声表面波标签30的声表面波传感器装置对应的按键10。

[0037] 尽管已经参照其示例性实施例具体显示和描述了本发明，但是本领域的技术人员

应该理解，在不脱离权利要求所限定的本发明的精神和范围的情况下，可以对其进行形式

和细节上的各种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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