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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触感外围设备包括壳体、用户输入元

件、与所述用户输入元件耦合的位置传感器以及

位于壳体内且与用户输入元件耦合的致动器。位

置传感器配置为检测用户输入元件的位置并且

配置为将位置发送到处理器。致动器配置为接收

来自处理器的触感效果驱动信号并且配置为响

应于来自处理器的触感效果驱动信号而输出力。

该力作为动觉触感效果被传输到用户输入元件。

触感外围设备可以包括机械放大系统，该机械放

大系统与致动器耦合且配置为增大由致动器输

出的力。在该实施例中，增大的力作为动觉触感

效果从机械放大系统传输到用户输入元件。用户

输入元件可以是按钮、操纵杆或触发器并且通过

用户操纵而与主计算机交互。

权利要求书2页  说明书10页  附图9页

CN 104107539 B

2019.12.03

CN
 1
04
10
75
39
 B



1.一种触感外围设备，包括：

处理器；

壳体；

触发器，能够绕轴线旋转，其中，所述触发器为被配置为由用户操纵的用户输入元件；

位置传感器，其与所述触发器耦合，其中所述位置传感器配置为检测所述触发器的位

置并且配置为将所述位置发送给所述处理器；

致动器，其位于所述壳体内并且与所述触发器耦合，其中所述致动器配置为接收来自

所述处理器的触感效果驱动信号并且配置为响应于来自所述处理器的所述触感效果驱动

信号而输出力；

可旋转轴，其中所述致动器经由所述可旋转轴与所述触发器耦合，使得所述可旋转轴

经由所述致动器的旋转引起所述触发器的移动；以及

机械放大系统，其与所述致动器耦合并且配置为增大由所述致动器输出的所述力，其

中增大的力作为动觉触感效果从所述机械放大系统传输到所述触发器。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触感外围设备，其中所述处理器位于所述触感外围设备的所述

壳体内。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触感外围设备，其中所述处理器远离所述触感外围设备的所述

壳体定位。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触感外围设备，其中所述致动器借助所述可旋转轴的旋转将响

应于所述触感效果驱动信号输出的力施加到所述触发器。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触感外围设备，其中所述机械放大系统是与所述致动器耦合的

齿轮系统。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触感外围设备，其中所述致动器是双向电动机。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触感外围设备，其中所述动觉触感效果选自由卡顿、振动或纹理

构成的组。

8.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触感外围设备，其中所述位置传感器能够绕轴线旋转并且经由

杠杆臂与所述触发器耦合。

9.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触感外围设备，其中所述触感效果驱动信号是通过所述处理器

响应于所述触发器的所述位置而产生的。

10.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触感外围设备，进一步包括：

隆隆声致动器，其与所述壳体耦合，其中所述隆隆声致动器配置为接收来自所述处理

器的第二触感效果控制信号并且响应于从所述处理器接收到的第二触感效果控制信号而

将第二触感效果输出到所述壳体。

11.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触感外围设备，当所述触发器处于第一位置时，所述致动器产

生并施加响应于第一触感效果驱动信号输出的第一力到所述触发器，并且当所述触发器处

于第二位置时，所述致动器产生并施加响应于第二触感效果驱动信号输出的第二力到所述

触发器，所述第一位置不同于所述第二位置，并且所述第一触感效果驱动信号不同于所述

第二触感效果驱动信号。

12.一种触感外围设备，包括：

壳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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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发器，其能够绕轴线旋转；

杠杆臂，其具有铰接的第一端和可活动的第二端，其中所述触发器附接到所述杠杆臂

的所述可活动的第二端；

位置传感器，其附接到所述杠杆臂的所述铰接的第一端，其中所述位置传感器配置为

检测所述触发器的旋转位置的变化作为运动事件并且配置为将所述运动事件发送到处理

器；

双向电动机，其位于所述壳体内，其中所述电动机配置为接收来自所述处理器的触感

效果驱动信号并且配置为响应于来自所述处理器的所述触感效果驱动信号而输出力；以及

可旋转轴，其附接到所述电动机并且从所述电动机处延伸到所述杠杆臂的所述铰接的

第一端，其中所述可旋转轴附接到所述杠杆臂的所述铰接的第一端以使所述可旋转轴经由

所述双向电动机的旋转引起所述杠杆臂和所述触发器的运动，

其中，由所述电动机输出的所述力作为动觉触感效果经由所述可旋转轴被传输到所述

触发器。

13.如权利要求12所述的触感外围设备，进一步包括布置在所述双向电动机和所述可

旋转轴之间的齿轮系统，所述齿轮系统配置为增大由所述电动机输出的所述力，其中增大

的力作为所述动觉触感效果从所述齿轮系统传输到所述触发器。

14.一种游戏系统，包括：

主计算机；

处理器；

控制器，其具有壳体、能够绕着轴线旋转并且为被配置为由用户操纵的用户输入元件

的触发器、与所述触发器耦合的位置传感器以及经由机械放大系统与所述触发器耦合的致

动器，其中所述位置传感器配置为检测所述触发器的位置并且将所述位置发送到所述处理

器，所述致动器配置为接收来自所述处理器的触感效果驱动信号并且配置为响应于来自所

述处理器的所述触感效果驱动信号而输出力，并且所述机械放大系统配置为增大由所述致

动器输出的力，所述致动器经由可旋转轴与所述触发器耦合，使得所述可旋转轴经由所述

致动器的旋转引起所述触发器的移动，增大的力作为动觉触感效果从所述机械放大系统传

输到所述触发器。

15.如权利要求14所述的游戏系统，其中所述主计算机是平板式计算机，并且所述控制

器包括手柄和适于将所述平板式计算机收纳于其中的扩展坞，其中所述触发器布置在所述

手柄上。

16.如权利要求14所述的游戏系统，其中所述处理器布置在所述控制器中。

17.如权利要求14所述的游戏系统，其中所述处理器布置在所述主计算机中。

18.如权利要求14所述的游戏系统，其中所述控制器还包括与所述壳体耦合的隆隆声

致动器，其中所述隆隆声致动器配置为接收来自所述处理器的第二触感效果控制信号并且

响应于从所述处理器接收到的第二触感效果控制信号而将第二触感效果输出到所述壳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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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触感使能触发器的游戏设备

[0001] 相关申请的交叉引用

[0002] 本申请要求递交于2013年4月22日、序号为61/814,628的美国临时专利申请的权

益，该申请的全部内容因所有目的合并于此。

技术领域

[0003] 本发明的实施例涉及带有目标致动器的设备，所述目标致动器与用户输入元件耦

合以使触感效果被导向到用户输入元件。

背景技术

[0004] 视频游戏和视频游戏系统已经由于朝向临时游戏者的销售以及由于临时游戏者

的参与而变得越来越普及。常规的视频游戏设备或控制器使用视觉和听觉提示来向用户提

供反馈。在一些接口设备中，动觉反馈（诸如主动力和阻力反馈）和/或触感反馈（诸如震动、

纹理和热）也提供给用户，更一般地统称为“触感”反馈或“触感效果”。触感反馈能够提供增

强或简化用户接口的提示。具体地，振动效果或振动触觉触感效果可用于向电子设备的用

户提供提示以警示用户具体的事件，或者提供真实的反馈以产生在模拟或虚拟环境内的更

大的沉浸感。

[0005] 其他的诸如医疗设备、汽车控制装置、远程控制装置和其中用户与用户输入元件

交互以引起动作的其他类似设备的设备也受益于触感反馈或触感效果。例如，不通过限制

的方式，可以通过位于医疗设备近侧部的、患者体外的用户来操作医疗设备上的用户输入

元件，从而引起在医疗设备的远侧端处的患者身体内的动作。触感反馈或触感效果可用于

设备中以警示用户具体的事件，或者将关于医疗设备与在医疗设备的远侧处的患者交互的

真实反馈提供给用户。

[0006] 用于游戏设备和其他设备的常规的触感反馈系统通常包括一个或多个致动器，所

述致动器与控制器的壳体附接以用于产生触感反馈。然而，这些常规的触感反馈系统沿着

控制器的整体产生了触感。这种设备不能将用于具体动作或位置的目标或定向触感提供给

用户。

[0007] 本发明的实施例涉及触感反馈系统，其向用户输入元件提供动觉触感效果。此外，

本发明的实施例涉及触感反馈系统，其向用户输入元件产生触感效果，这些触感效果可区

别于或区分于沿着设备/控制器的整体生成的普通触感效果。

发明内容

[0008] 本发明的实施例涉及一种触感外围设备，包括壳体、用户输入元件、与用户输入元

件耦合的位置传感器以及位于壳体内且与用户输入元件耦合的致动器。位置传感器配置为

检测用户输入元件的位置并且配置为将所述位置发送到处理器。致动器配置为接收来自处

理器的触感效果驱动信号并且配置为响应于来自处理器的触感效果驱动信号而输出力。该

力作为动觉触感效果而被传输到用户输入元件。触感外围设备可以包括机械放大系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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械放大系统与致动器耦合且配置为增大由致动器输出的力。在该实施例中，增大力作为动

觉触感效果从机械放大系统传输到用户输入元件。

[0009] 触感外围设备可以是游戏控制器、平板式计算机、电话、个人数字助理（PDA）、计算

机、游戏外围设备、鼠标、包括输入设备的可佩戴用户品项或者包括用户输入元件的其他设

备。触感外围设备的壳体适于由用户握持。用户输入元件可以是按钮、操纵杆或触发器且由

用户操纵以与主计算机交互。处理器可布置在主计算机或控制器中。

附图说明

[0010] 通过下面对如附图中图示的本发明实施例的说明，本发明的前面的以及其他的特

征和优点将是显而易见的。合并到本文中并且构成说明书的一部分的附图进一步用于解释

本发明的原理并且使所属领域技术人员能够实现和利用本发明。附图不按比例。

[0011] 图1是控制器的实施例的示意性图示。

[0012] 图2是图1的控制器的另一视图的示意图图示。

[0013] 图3是与主计算机和显示器协作的图1的控制器的框图。

[0014] 图4是图1的控制器的一部分的示意性图示，其中控制器的壳体被移除以图示出其

内部部件。

[0015] 图5是根据本发明的另一实施例的控制器的一部分的示意性图示，其中控制器的

壳体被移除以图示出其内部部件。

[0016] 图6是游戏平板的实施例的示意性图示。

[0017] 图7是图6的游戏平板的框图。

[0018] 图8是图示出根据本发明的实施例用于确定触感信号和从主设备发送触感信号的

方法的流程图。

[0019] 图9是图示出根据本发明的实施例的用于将触感效果提供给控制器的用户的方法

的流程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0] 现在将参考附图来描述本发明的具体实施例，其中相似的附图标记表示相同或功

能上相似的元件。

[0021] 下面的详细说明实质上仅为示例性的，而不意在限制本发明或本发明的应用和用

途。此外，不意在受约束于前面的技术领域、背景技术、简要概述或下面的详细说明中所提

出的任何明示或暗示的理论。此外，虽然下面的说明涉及游戏设备和用于游戏设备的控制

器，本领域技术人员将理解，该说明同等适用于具有用户输入元件的其他设备。

[0022] 本发明的实施例涉及触感反馈系统的触感外围设备，所述触感外围设备包括与用

户输入元件耦合的目标致动器或电动机，用于将目标或定向的动觉触感效果直接提供给用

户输入元件。如本文所使用，“动觉（kinesthetic）”触感效果包括如下效果：即，目标致动器

将力施加到用户输入元件以使用户输入元件沿着它将被用户所移动的方向运动（主动阻力

反馈），从而产生用户感觉到的动觉触感效果。动觉触感效果可区分于惯性触感效果，惯性

触感效果是指惯性致动器输出或产生可由用户间接感觉到的力，也即，目标不是通过致动

器运动，而是输出力可由用户间接地觉察或感觉。将惯性触感效果提供给用户输入设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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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触感反馈系统公开于由与本发明相同的发明人之一发明的、递交于2013年11月12日的

美国专利申请（律师案卷号是IMM465）中，该申请的全文通过引用合并于此。该系统描述了

附接到用户输入元件的惯性致动器，用于将诸如卡顿（detent）或振动的惯性暂态效果提供

给用户输入元件。为了将惯性触感效果与用户输入元件的目标区域隔离，惯性致动器使用

振动隔离/阻尼设备。然而，本发明的实施例所产生的动觉触感效果由用户感觉到，因为致

动器直接驱动或推动/拉动用户输入元件而引起其运动。另外，如本发明实施例中所公开的

在用户输入元件上产生的动觉触感效果可区别于或区分于沿着触感外围设备的整体或壳

体产生的、也称为隆隆声(rumble)效果的普通触感效果。触感外围设备可以是例如用于如

图1-2所示的游戏系统的手持式游戏控制器100、如图6所示的游戏平板控制器600、或具有

用户输入（UI）元件的其他控制器，诸如但不限于电话、个人数字助理（PDA）、平板式计算机、

计算机、游戏外围设备和本领域技术人员公知的用于游戏系统的其他控制器。

[0023] 控制器100通常可与连接到计算机、移动电话、电视机或其他类似设备的游戏系统

一起使用。图1-2示出了控制器100的不同的立体图，而图3示出了用于游戏系统101的控制

器100的框图，其进一步包括主计算机104和显示器106。如图3的框图所示，控制器100包括

局部处理器108，其经由连接105与主计算机104通信。连接105可以是有线连接、无线连接或

本领域技术人员公知的其他类型的连接。控制器100可替代地配置为不包括局部处理器

108，由此来自控制器100的所有的输入/输出信号由主计算机104直接处置和处理。主计算

机104与显示屏106耦合。在实施例中，主计算机104是游戏设备控制台，并且显示屏106是与

游戏设备控制台耦合的监控器，这是本领域公知的。在另一实施例中，如本领域技术人员所

公知的，主计算机104和显示屏106可组合成单个设备。

[0024] 控制器100的壳体102定形为易于容纳两只手，通过左手用户或右手用户抓握设

备。本领域技术人员将认识到，控制器100仅仅是形状和尺寸都类似于许多当前可用于视频

游戏控制台系统的“游戏板”的控制器的示例性实施例，并且可以使用具有其他的用户输入

元件配置、形状和尺寸的控制器，包括但不限于，诸如WiiTM远程或WiiTM  U控制器、

SixAxisTM控制器或 Wand控制器的控制器，以及定形为现实生活物体（诸如网球拍、

高尔夫球棒、棒球拍等）以及其他形状的控制器。

[0025] 控制器100包括多个用户输入元件或操作物（manipulandum），包括操纵杆110、按

钮114和触发器118。如本文所使用的，用户输入元件是指诸如触发器、按钮、操纵杆等接口

设备，其由用户操纵以与主计算机104交互。如图1-2中所看到的和本领域技术人员所公知

的，每个用户输入元件和附加的用户输入元件中的一个以上可包括在控制器100上。因此，

例如触发器118的当前描述不将控制器100局限于单个触发器。此外，图3的框图示出了操纵

杆110、按钮114和触发器118中的每一个的仅一（1）个。然而，本领域技术人员将理解，可以

使用多个操纵杆、按钮和触发器，以及其他的用户输入元件，如上所述。

[0026] 从图3的框图中能够看出，控制器100包括直接驱动其用户输入元件中的每一个的

目标（targeted）致动器或电动机，以及一个或多个在用户的手通常所在的位置处与壳体

102耦合的普通或隆隆声致动器122、124。更特别地，操纵杆110包括与其耦合的目标致动器

或电动机112，按钮114包括与其耦合的目标致动器或电动机116，并且触发器118包括与其

耦合的目标致动器或电动机120。除了多个目标致动器之外，控制器100包括与其用户输入

元件中的每一个耦合的位置传感器。更特别地，操纵杆110包括与其耦合的位置传感器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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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钮114包括与其耦合的位置传感器115，并且触发器118包括与其耦合的位置传感器119。

局部处理器108与操纵杆110、按钮114和触发器118的各自的目标致动器112、116、120以及

位置传感器111、115、119耦合。如本文更加详细说明的，响应于从位置传感器111、115、119

接收到的信号，局部处理器108指示目标致动器112、116、120分别将定向的（directed）或目

标（targeted）动觉效果直接提供给操纵杆110、按钮114和触发器118。这种目标动觉效果可

区分于或区别于通过普通致动器122、124沿着控制器的整体产生的普通或隆隆声触感效

果。集体触感效果为用户提供了更大的游戏沉浸感，因为多种模态同时接合，例如视频、音

频和触感。

[0027] 现在转向图4，图4是控制器100的一部分的示意性图示，壳体102移除以图示出其

内部部件，将对触发器118、位置传感器119和目标致动器或电动机120之间的结构关系进行

更详细地说明。虽然没有显示出，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将理解，触发器118、位置传感器119

和目标致动器或电动机120定位或容纳在壳体120内。此外，虽然在图4中仅示出了触发器

118，但是本领域技术人员将理解，对于操纵杆110、位置传感器111和目标致动器或电动机

112以及按钮114、位置传感器115和目标致动器或电动机116可以使用类似的结构关系，从

而对所选的用户输入元件产生目标或定向的触感效果。

[0028] 位置传感器119配置为检测触发器118的位置并且配置为将该位置发送到局部处

理器108（图4中未示出）。在图4的实施例中，触发器118包括容纳于其中的弹簧元件117，弹

簧元件117使触发器返回标定位置，而无需用户对其施力。位置传感器119经由杠杆臂126与

触发器118耦合，杠杆臂126具有铰接的第一端125和可活动的第二端127。触发器118附接到

杠杆臂126的可活动的第二端127，并且位置传感器119附接到杠杆臂126的铰接的第一端

125。当用户移动或按压触发器118时，弹簧元件117压缩，并且触发器118围绕或绕着触发器

轴线TA旋转。杠杆臂126的第二端127也与触发器118一起移动或旋转，杠杆臂126围绕或绕

着铰接的第一端125旋转。位置传感器119检测杠杆臂126和触发器118的旋转位置的变化作

为运动事件，并且将运动事件发送到局部处理器108。如本文更详细解释的，不同的触发器

位置和运动事件会使得目标致动器或电动机120施加不同的触感效果。在实施例中，位置传

感器119是电位计，但是可以是本领域公知的其他类型的位置传感器，诸如但不限于光学传

感器、光学编码器、霍尔效应传感器、电容传感器等。在其另一实施例中（未显示）中，位置传

感器119可以与触发器118直接耦合，而无需在它们之间延伸的杠杆臂。

[0029] 虽然位置传感器119检测杠杆臂126和触发器118的旋转位置的变化，本领域普通

技术人员将理解，分别与按钮114、操纵杆110耦合的位置传感器115、111将配置为检测特定

的用户输入元件的运动事件，而不是如图所示关于触发器118的旋转运动。例如，按钮114的

位置传感器114将配置为检测按钮114的直线运动或平移，即，当按钮114被下压时。操纵杆

110的位置传感器111将配置为检测在一个或多个自由度内操纵杆110的运动，即，当操纵杆

110向前、向后、向左或向右物理运动时。

[0030] 目标致动器或电动机120经由可旋转轴128与触发器118耦合。更特别地，可旋转轴

128附接到目标致动器120并且从目标致动器120延伸到杠杆臂126的第一端125。可旋转轴

128附接到杠杆臂126的第一端125，使得轴128的旋转引起杠杆臂126的运动。目标致动器

120接收来自局部处理器108（图4中未示出）的触感效果驱动信号，触感效果驱动信号是响

应于由位置传感器119测量到的触发器118的位置而产生的。然后，目标致动器120响应于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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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局部处理器108的触感效果驱动信号而将触感效果输出到触发器118。更特别地，目标致

动器120直接驱动或引起可旋转轴128的致动或旋转。可旋转轴128的旋转还引起杠杆臂126

和触发器118的旋转和运动，触发器118的运动由用户感觉到。因此，可旋转轴128的致动或

旋转被传送到触发器118。

[0031] 在其实施例中，目标致动器120是双向电动机，其可以推动或拉动触发器118，即，

使触发器118沿相反方向运动。除了电动机之外，目标致动器120可以是形状记忆合金、响应

于信号而变形的电活性聚合物、用于改变硬度的机构、振动触感致动器、惯性致动器、压电

致动器或适合直接对用户输入元件产生动觉触感效果的其他类型的致动设备。在实施例

中，目标致动器120是16mm  Maxon电动机，但是可以是本领域公知和可获得的其他类型的电

刷式和无刷式电动DC电动机。目标致动器120的失速扭矩（stall  torque）确定能够施加到

触发器118的最大力量，失速扭矩被测量为目标致动器120自静止的最大力。目标致动器120

可以具有在0.5mNm和40mNm之间的失速扭矩。在其实施例中，当在12V驱动时，目标致动器

120具有34.5mNm的失速扭矩，或当在5V驱动时，具有14.4mNm的失速扭矩。如本领域普通技

术人员将理解的，强或高扭矩电动机可以产生可以被明确地感觉到且区别于普通或隆隆声

触感效果的相对较强的触感效果。另外，高扭矩电动机（诸如当在12V驱动时具有34.5mNm的

失速扭矩的电动机或者当在5V驱动时具有14.4mNm的失速扭矩的电动机）可以在不经机械

放大的情况下在触发器118上产生可以被明确地感觉到且彼此区别开的较宽范围的触感效

果。然而，弱或低扭矩电动机通常不太昂贵且尺寸较小。如下面参考图5更详细说明的，诸如

齿轮系统的机械放大可用于低扭矩电动机以产生较强的触感效果以及较宽范围的触感效

果。

[0032] 在操作中，局部处理器108检测或接收来自位置传感器119的触发器位置和/或运

动事件，并且将触发器位置和/或运动事件发送到主计算机104。然后，局部处理器108基于

来自主计算机104的高级监督或命令流来将触感效果驱动信号提供给目标致动器120。例

如，当操作时，电压幅值和持续时间从主计算机104流送到控制器100，在控制器100中，信息

经由局部处理器108提供给目标致动器120。主计算机104可以将诸如待由目标致动器120输

出的触感效果的类型（例如，振动、摇动、卡顿、弹开（pop）等）的高级命令提供给局部处理器

108，由此局部处理器108就待输出的触感效果的特定特性（例如，幅值、频率、持续时间等）

指示目标致动器120。局部处理器108可以从与其耦合的存储器109（在图3的框图中示出）取

回触感效果的类型、幅值、频率、持续时间或其他特性。

[0033] 各种类型的动觉触感效果或感觉可输出到触发器118。更特别地，目标致动器120

直接驱动或推动/拉动触发器118以使其运动。目标致动器120可以对触发器118输出阻力，

从而使用户更难以压下触发器118。这种阻力可以是可变的，即，根据视频游戏中触发器位

置或用户动作而变化。在其实施例中，目标致动器120可以输出在触发器118的闭锁模式下

阻碍所有用户运动的最大阻力。在另一示例中，目标致动器120可以通过对触发器118输出

阻力而对触发器118输出卡顿，在一个或多个特定触发器位置或方位，该阻力被移除。因此，

用户所感觉到的卡顿类似于按钮点击。在其又一实施例中，目标致动器120可以通过快速地

前后推动和拉动触发器118而对触发器118输出振动。

[0034] 在其实施例中，上述的动觉触感效果是暂态的，短的触感效果意味着它们仅是暂

时的且具有短持续时间。例如，这些效果可以各自具有在10毫秒和100毫秒之间的持续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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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因此，目标致动器120与在全动觉操纵杆中所使用的致动器相比具有较低的功率和有限

的输出。全动觉操纵杆连续地消耗功率从而向操纵杆提供触感效果。然而，如上所述的具有

用于直接向用户输入元件提供动觉触感效果的目标致动器的控制器仅当需要施加或改变

触感效果时才消耗功率。换言之，对于根据其实施例具有用于直接向用户输入元件提供暂

态动觉触感效果的目标致动器的控制器，仅当需要施加或改变触感效果时才需要来自目标

致动器120的能量，这与功率或能量直接或连续地供给以提供与操纵杆有关的触感效果的

全动觉操纵杆不同。因此，根据其实施例具有用于向用户输入元件直接提供暂态动觉触感

效果的目标致动器的控制器具有相对较低的功率要求，从而降低了成本、体积和功耗。另

外，另外，在其实施例中使用的致动器与全动觉操纵杆中所使用的那些致动器相比尺寸相

对较小且较不昂贵，因为它们需要输送较少的峰值功率。

[0035] 目标触感反馈有益的示例性应用包括第一人射击视频游戏或赛车视频游戏。在这

种视频游戏中，当用户在射击视频游戏示例中击中目标或者在赛车视频游戏示例中通过里

程标或标记物时，目标致动器120可以输出诸如振动、摇动或弹开的触感效果。在另一示例

中，目标致动器120可以在赛车视频游戏示例中在可变位置处输出卡顿或者可以在射击视

频游戏示例中输出卡顿作为重复发射的反馈。可以通过诸如但不限于粒度合成（granular 

synthesis）的位置相关触感算法来创建纹理（texture，手感）反馈。在另一示例中，可使用

目标致动器120输出触感反馈来指示视频游戏的状况，诸如弹药用尽、武器范围不正确、正

在使用哪个武器和/或发射速度。在可以使用多个武器的视频游戏中，这种状况指示辅助用

户学习最优发射速度以及每个武器的触发位置/点。其他示例包括，目标致动器120可以在

可变触发器位置或方位输出卡顿，可以对于每种武器输出可编程“感觉”或阻力，可以输出

发射反馈结果，可以通过增大或减小所施加的阻力来输出制动或节流反馈，可以输出纹理

反馈，可以增加或降低弹簧117以及因此触发器118的刚度，并且可以模拟惯性。

[0036] 如之前所述，不同的触发器位置和运动事件会使得目标致动器120施加不同的动

觉触感效果。例如，触发器118的第一位置使得目标致动器120产生并施加第一触感效果驱

动信号到触发器118，而触发器118的第二位置使得目标致动器120产生并施加第二触感效

果驱动信号到触发器118。更特别地，根据游戏动作和位置传感器119所指示的触发器118的

位置，局部处理器108可以将触感效果驱动信号发送到目标致动器120以输出各种触感效果

或感觉中的一种，包括振动、卡顿、纹理、摇动或弹开。此外，触感效果或感觉的强度或水平

可根据如位置传感器119所指示的触发器118的位置而变化。

[0037] 动觉触感效果还可以根据用户输入元件而变化。例如，一些射击游戏包括具有单

独的或对应的目标致动器的两个触发器。第一触感效果驱动信号可通过第一目标致动器施

加到第一触发器，并且第二触感效果驱动信号可通过第二目标致动器施加到第二触发器。

例如，在诸如但不限于Titanfall的一些视频游戏中，用于每个触发器（即，左触发器和右触

发器）的触感效果驱动信号对应于计算机受控角色或对象的左右手所握持的不同类型的武

器。在另一示例中，用于每个触发器（即，左触发器和右控制器）的触感效果驱动信号对应于

计算机受控角色或对象的左右两侧所发生的方向事件（即，在视频游戏中角色的左侧被某

物碰撞或撞击）。

[0038] 有益地，目标致动器120将独立于且补充于普通致动器122、124所产生的普通或隆

隆声触感反馈的各种动觉触感效果或感觉提供给触发器118。普通致动器122、124与控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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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的壳体102耦合，并且用于为控制器100的整个壳体提供普通或隆隆声触感反馈。普通致

动器122、124以类似于目标致动器或电动机120的方式与处理器108耦合并且接收来自处理

器108的控制信号，其中局部处理器108基于来自主计算机104的高级监督或流命令而将触

感效果控制信号提供给普通致动器122、124。例如，当操作时，电压幅值和持续时间从主计

算机104流送到控制器100，在控制器100中信息经由局部处理器108提供给普通致动器122、

124。主计算机104可以将诸如待由普通致动器122、124输出的触感效果的类型（例如，振动、

摇动、卡顿、弹开等）的高级命令提供给局部处理器108，由此局部处理器108就待输出的触

感效果的特定特性（例如，幅值、频率、持续时间等）指示普通致动器122、124。

[0039] 普通致动器122、124可以包括电磁电动机、其中通过电动机移动偏心块的偏心旋

转块（“ERM”）致动器、附接到弹簧的块被前后驱动的线性共振致动器（“LRA”）、形状记忆合

金、响应于信号而变形的电活性聚合物、用于改变刚度的机构、振动触感致动器、惰性致动

器、压电致动器或其他适合类型的致动设备。在一个实施例中，致动器122、124能够实现为

惯性致动器以将振动触感反馈提供给用户。在另一实施例中，致动器可以使用动觉触感反

馈，包括例如改变壳体202的刚度/阻尼的螺线管、改变壳体202的尺寸的小气囊或形状改变

材料。

[0040] 如上所示，在低失速扭矩电动机用作目标致动器的实施例中，诸如齿轮系统的机

械放大可用于产生能够由用户感觉到的充分触感效果。图5示出了其另一实施例，其中控制

器500包括增大目标致动器或电动机520的失速扭矩和触感强度的齿轮机构530。除了电动

机520和齿轮机构530之外，控制器500包括触发器518、位置传感器519和用于从位置传感器

519接收触发器位置和运动事件并且将触感效果驱动信号输出到电动机520的处理器（图5

中未示出）。虽然未示出，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将理解的是，触发器518、位置传感器519和目

标致动器或电动机520定位在或容纳在壳体内。类似于图4，图5是控制器500的一部分的示

意性图示，其壳体被移除以图示出控制器的内部部件。

[0041] 齿轮机构530至少包括绕其外周具有轮齿或嵌齿534的第一可旋转齿轮532以及绕

其外周具有轮齿或嵌齿538的第二可旋转齿轮536。第一齿轮532经由第一可旋转轴529与电

动机520耦合，第一可旋转轴529附接到电动机520且从电动机520延伸出。第二齿轮536经由

第二可旋转轴528与杠杆臂526的第一端525耦合，杠杆臂526附接到触发器518。第一齿轮

532比第二齿轮534相对较小，并且第一齿轮532的轮齿534与第二齿轮536的轮齿538啮合。

如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将理解的，齿轮532、536通过齿数比产生机械优势，从而改变或增大

由电动机520产生的扭矩。齿轮机构530的高齿数比引起电动机失速扭矩的高的增加或变

化，电动机失速扭矩的高的增加或变化对应于从电动机520传输力的增加。然而，高的齿数

比也引起齿轮机构530的输出的高惯性，这会减少系统响应时间以及触感效果的感觉。因

此，当选择齿轮机构530所需的电动机520和对应齿数比时，必须考虑到各种因素，包括成

本、尺寸、期望失速扭矩、期望响应时间和触感效果的期望强度。在其实施例中，使用2:1至

28:1之间的齿数比。例如，对于具有2.1mNm失速扭矩的电动机而言，要求9:1的齿数比。虽然

图5示出了齿轮机构作为低失速扭矩电动机的机械放大的手段，可以使用其他的机械放大

手段，诸如但不限于滑轮机构。

[0042] 在本文中具体地图示和/或描述了多个实施例。然而，将理解的是，所公开的实施

例的改进和变型由上述教导涵盖且在随附权利要求书的范围内，而不偏离本发明的精神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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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期范围。例如，图1-3图示出触感外围设备，其是形状和尺寸类似于许多当前可供用于视

频游戏控制台系统的“游戏板”的手持式游戏控制器。然而，本领域技术人员将认识到，控制

器仅仅是触感外围设备的示例实施例，并且可以使用具有其他配置、形状和尺寸的触感外

围设备。例如，图6-7图示出其另一实施例，其中触感外围设备是可与平板式计算机604一起

使用的游戏平板控制器600。平板式计算机604可专门设计以用于游戏活动，诸如可从Razer 

I n c .获得的 ，或者可以 是公 知的 且在市 场可供使 用的 平板式计算机 ，诸如

和 Galaxy

[0043] 游戏平板控制器600包括扩展（docking）部605，其配置为收纳平板式计算机604和

手柄640、642，用户输入元件布置于其上以便用户在平板式计算机604上控制游戏。扩展部

605将游戏平板控制器600与平板式计算机604连接，使得用户对手柄640、642的动作，诸如

按压按钮、移动操纵杆、按压触发器等，引起对在平板式计算机604上玩的游戏的动作。

[0044] 手柄640、642包括常见于控制器上的典型的用户输入元件。将结合手柄642来对用

户输入元件进行说明。然而，本领域技术人员将认识到，相同或相似的用户输入元件可用在

手柄640上。特别地，手柄642包括操纵杆610、按钮614和触发器618。从图6中能够看出且本

领域技术人员公知，这些用户输入元件中的每一种的多于一个的用户输入元件可包括在每

个手柄640、642上。此外，手柄642包括在用户的手通常所在的位置处与其附接的普通或隆

隆声致动器624，用于将普通或隆隆声触感效果提供给游戏平板控制器600，如上文结合普

通或隆隆声致动器122、124所描述的。

[0045] 图7图示出依照实施例的图6的游戏平板控制器的框图。如图7所示，游戏平板控制

器600包括局部处理器608，局部处理器经由扩展部605与平板式计算机604通信。除了扩展

部605之外，可以使用其他连接，诸如有线连接或无线连接。在该实施例中的平板式计算机

604包括显示屏。游戏平板控制器600可替代配置为不包括局部处理器608，由此来自游戏平

板控制器600的所有的输入/输出信号直接由平板式计算机604进行处置和处理。

[0046] 局部处理器608与操纵杆610、按钮614和触发器618耦合，并且与位置传感器611、

615和619耦合，位置传感器611、615和619分别与操纵杆610、按钮614和触发器618耦合。图7

的框图示出了操纵杆610、按钮614和触发器618中的每一个的仅一（1）个。然而，本领域技术

人员将理解，可以使用多个操纵杆、按钮、和触发器，以及其他的用户输入元件，如上所示。

目标致动器或电动机612、616和620分别与操纵杆610、按钮614和触发器618耦合。目标致动

器612、616、620和普通致动器622、624也与局部处理器608耦合，局部处理器608基于来自平

板式计算机604的高级监督或流命令而将触感效果驱动信号提供给致动器612、616、620、

622、624。在流送实施例中，电压幅值和持续时间被流送到游戏平板控制器600，其中信息由

平板计算机604提供给致动器。在操作时，平板计算机604可以将诸如待由一个或多个所选

致动器输出的触感效果的类型（例如，振动、摇动、卡顿、弹开等）的高级命令提供给局部处

理器608，由此局部处理器608就待输出的触感效果的特定特性（例如，幅值、频率、持续时间

等）指示致动器。局部处理器608可以从与局部处理器608耦合的存储器609取回触感效果的

类型、幅值、频率、持续时间或其他特性。触感效果为用户提供了更大的游戏沉浸感，因为多

种模态同时接合，例如视频、音频和触感。

[0047] 图8是根据本发明的一个实施例由主计算机系统（即，主计算机104或平板式计算

机604）产生触感效果驱动信号的流程图。为了图示的原因，将参考主计算机104和控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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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来描述流程图。在实施例中，图8的流程图的功能是通过存储在主计算机104的存储器中

且由主计算机104的处理器执行的、和/或存储在控制器100的存储器109中且由控制器100

的局部处理器108执行的软件来实现的。在其他实施例中，通过使用专用集成电路

（“ASIC”）、可编程门阵列（“PGA”）、现场可编程门阵列（“FPGA”），功能可通过硬件来实现，或

者可通过硬件和软件的组合来实现功能。

[0048] 在步骤844中，主计算机104确定或检测触发器118的运动事件。更特别地，主计算

机104基于附接到触发器118的位置传感器119所感测到的位置信号来判定是否已发生运动

事件。作为示例，用户可以压下或按压触发器118，从而在射击游戏示例中发射武器或者在

赛车视频游戏示例中使车加速。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将理解，触发器118的运动事件不限于

上文所述的示例。

[0049] 在步骤846中，主计算机104随后判定是否存在与运动事件相关联的触感效果。例

如，在射击视频游戏方案中，发射武器可具有诸如振动、摇动或弹开的关联触感效果，并且

重复发射可具有诸如卡顿的关联触感效果。例如另一示例，在赛车视频游戏方案中，使车加

速或制动可具有诸如纹理改变的关联触感效果，并且通过里程标或标记物可具有诸如振

动、摇动、弹开或卡顿的关联触感效果。

[0050] 为了判定是否存在与运动事件相关联的触感效果，主计算机104将运动事件映射

到用于目标致动器120的触感效果信号上。更特别地，主计算机访问运动事件和触感效果的

预定义映射。如果判定出运动事件具有关联触感效果，则将发送触感信号。如果判定出运动

事件不具有关联触感效果，则将不发送触感信号。

[0051] 在步骤848中，主计算机104通过基于触感效果信号产生并传送触感效果驱动信号

而将触感控制信息发送给控制器100。触感效果驱动信号的传送能够通过有线或无线通信

来完成，如之前所描述的。

[0052] 图8图示出一种基于运动事件的检测从主计算机系统产生触感效果驱动信号的方

法。然而，在其实施例中，为了从主计算机系统产生触感效果驱动信号，无需运动事件的检

测。换言之，主计算机系统可以产生并传送触感效果驱动信号到控制器100，而无需运动事

件的检测。例如，主计算机系统可以基于与计算机控制的角色或对象有关的事件来产生并

传送触感效果驱动信号到控制器100（即，在视频游戏中某物碰撞或撞击到角色的手并且触

感效果输出到用户输入元件来表示该事件）。

[0053] 图9是根据本发明的一个实施例用于从主计算机系统接收触感信息并且将触感效

果施加到控制器的流程图。在实施例中，图9的流程图的功能是通过存储在主计算机104的

存储器中且由主计算机104的处理器执行的、和/或存储在控制器100的存储器109中且由控

制器100的局部处理器108执行的软件来实现的。在其他实施例中，通过使用专用集成电路

（“ASIC”）、可编程门阵列（“PGA”）、现场可编程门阵列（“FPGA”），功能可通过硬件来实现，或

者可通过硬件和软件的任意组合来实现功能。

[0054] 在步骤950中，触感外围设备接收来自主计算机104的信号。在接收到信号时，局部

处理器108随后在步骤952中判定信号是否是触感信号或某其他非触感相关信号。如果判定

出信号不是触感信号，则局部处理器108继续运行，而不将任何触感效果施加到用户并且等

待接收来自主计算机的另外的信号。如果判定出信号是触感信号，则局部处理器108随后必

须判定必须将信号发送到哪个部件，即壳体102或用户输入元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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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5] 在步骤954中，局部处理器108必须判定触感相关信号是否是普通致动器触感信号

或目标致动器触感信号。如果信号要求普通致动器122、124中的一个将普通或隆隆声触感

效果提供给用户，则在步骤960中局部处理器108将信号发送到适合的普通致动器122、124

并且随后在步骤962中普通致动器将输出所指示的触感效果。普通致动器所输出的触感效

果可以包括但不限于不同的振动程度以及其他类型的触感效果。作为示例性示例，如果用

户正在控制角色或某其他图形对象且随后在虚拟环境中遭遇碰撞，则关联触感效果可能是

振动。在该情况下，局部处理器108接收指示控制器100的壳体102应当振动的信号。结果，局

部处理器108将信号发送到适合的致动器122、124以便提供适合的触感效果，在该示例中该

触感效果是振动。

[0056] 然而，如果信号要求目标致动器112、116、120中的一个将目标触感效果分别输出

到按钮110、操纵杆114、触发器118，则在步骤956中局部处理器108将信号发送到目标致动

器并且随后在步骤958中目标致动器将输出指示的触感效果。目标致动器输出的触感效果

可以包括但不限于不同的振动度、不同的卡顿度或其他类型的触感效果。

[0057] 在确定待执行且提供给用户的触感效果的类型时，高级触感参数或流式

（streaming）值在软件代码中产生并且发送到触感引擎（未示出），在触感引擎中，高级触感

参数或流式值被处理并且为致动器产生适当的电压电平。这使得控制器可以向用户提供适

当的触感反馈并且通过为致动器产生的不同的电压电平来改变触感反馈的量或类型。另

外，游戏软件和触感软件能够贮存在同一处理器或多个处理器上。

[0058] 虽然上文已经对根据本发明的各个实施例进行了说明，但是应当理解，它们是通

过示例和举例的方式而不是限制的方式提供。本领域技术人员显而易见的是，可以在其中

进行各种形式和细节的改变，而不偏离本发明的精神和范围。例如，虽然描述的是结合具有

普通或隆隆声致动器的控制器使用，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将理解，本文所描述的用于将目

标或定向触感效果输出到用户输入元件的目标致动器或电动机可以用于不包括用于将触

感效果输出到控制器的壳体的普通或隆隆声致动器的控制器中。因此，本发明的可读和范

围不应受上述任一示例性实施例限制，而是仅应当依照随附权利要求及其等同布置限定。

还应当理解，本文所论述的每个实施例以及本文所引述的每个参考文献的每个特征能够与

任何其他实施例的特征相结合使用。本文所论述的全部专利和公开文献的全文都通过引用

合并于本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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