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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祺別狂外蝕摸屏上多介柚摸貞的方法。咳方法包括 先用阿格式扣描葫得多介可能的舢摸魚，再川

萬軸扣描的方式采伙所迷可能的紐摸魚中剔除仿魁摸貞，最葵得到其安柚摸魚的坐棕值。咳方法不需要改交

現有扛外舢摸屏的拮枸 就可以突現栓測多介絀摸貞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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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神洪別釘外蝕摸屏多蝕摸魚的方法

技木領域

木友明涉及舢摸裝置技木領域，允其涉及一神洪別垃外搬摸屏多

焦蝕摸的方法 。

背景技木
作力什算杭舢摸屏的一介分支，紅外舢摸屏 以其安裝方便 、兔錐

妒 、高抗爆性、高可靠性等仇 焦 而逐漸被戶泛泣用在各介領域 。 呈然

堡迪 了20多年的友展，有人多的技木改迭，如申清青力9 5 105303 ．5 、

0 0 121462 ．4等的中囤寺利或 申清所公布的內容。 但 目前虹外徹摸屏的

基木技木方案，依然局限于美囤寺利 3，764 8 13 、3，77 560 3 860 7 4

箏昔利所公升的技木 丙容。 但是迭些扶水 內容，都逃沒有友揮出釘外

蝕摸屏所能迭到的扶水水平，所有的搬摸栓洲都只 能栓洲到草介徹摸

焦 。 隨看汁算杭軟硬件扶木的迷步，汁算杭 已鉅捆有 了越未越強大的

功能 ，也越未越泣用于几乎我們 能想象得到的任何領域 ，那 么針村不

同的位用領域，有吋候多 庶蝕摸扶木更能使用戶方便操作汁算肌，或

者針咐特定的軟件，多 焦絀摸技米更有效率 。但迭就要求蝕摸屏支持

多庶舢摸，能侈栓測到超迪一介的搬摸 庶 。

目前針咐蛀 外 蝕模 屏 多 介蝕摸 庶 的栓洲技木 ，在公升 景 力

C 1071356 A的中團寺利 中公升 了通迪一套蛀外友射拒描 屯路咐匝

丙套缸外接攸拒描屯路未迷行多徹摸庶定位的內容，咳古利技水是通

迪改交現有蛀外搬摸屏的鈷枸逃行多徹摸 焦定佳的，迭占現有扶木中

的虹外絀摸屏井不相兼容，旱致迭神沉別扶木井沒有可宴阮匝用的前
景 另外，公升景力WO2008039006A1 的寺利公升 了通迪測量虹外友

平相 比未判晰多庶蝕摸的內容，由于紅外蝕摸屏采用的咐管形 式的虹

外友射接攸管 ，因此，在洲量判晰被阻得的虹外域光吋，很容易得到



虛假 的蝕摸 庶 ，核 古利 扶木套斤 生很 大 的錯 決洪別 率 其 它如

JP2007065767 JP200601 1 6 8 US2008097991Al US2008088593A1

寺利 申清箏公升 了几神多 庶蝕摸況別的扶木方案，但迭些扶木方案都

不能位用于虹外絀摸屏。

岌明內容

針村現有缸外蝕摸屏的不足之赴，木友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神村虹

外徹摸屏 能侈以別多 庶蝕摸的方法，核方法位用在一神虹外棚摸屏

中，核虹外徹摸屏也括 沿看徹摸 匹域 四周排列的紅外友射和接攸村

管 陣列，接通所述缸外友射管和接收管 的附厲 屯路 以及控制所述 屯路

0 井存儲、汁算、估輸栓洲到的欽据的微控制器系 筑，核方法佰括如下

A 眉功紅外蝕摸屏，按照順序依次迭捧接通每咐蛀外友射和接

收管 ，拒描整介蝕摸 匹域

B 沅汞井存儲每一次虹外域被阻挫的虹外友射接收咐管的序景

5 或地址值

C 然后判析是草庶蝕摸通是多 庶舢摸，如果是萃庶搬摸直接特

入步驟 E，如果是多 焦蝕摸，遊行下介步驟

迷摔勻紅外錶被阻拙的缸外友射接攸咐管在空阿位置上相郊

或附近的、但是光軸域不同軸的友射和接攸管迭行萬軸拒描

E 根据沉汞井存儲的虹外友射接攸咐管 的序景或地址值，什算

得到蝕摸 焦 的坐杯值

F 搏其宴蝕摸 焦 的坐杯值輸 出給安裝其釘外徹摸屏的裝置。

步驟 所述的迸行萬軸拒描缸外友射和接收管 的迭捧方式是

以所迷被光域被隔斷的虹外友射接收村管 的力中心 ，迭捧序景或者地

5 址勻其相卻的蛀外友射和按收管 。

在步驟 之前，近包括步驟 根据步驟 汞的被阻挫的鈕外友

射和接收管 的序青或地址值，鈕合而得到的各介可能 的蝕摸 庶 。



步驟 所述的遊行萬牠拘描虹外友射和接攸管 的迭捧方式近可
以是 以所迷各介可能 的徹摸庶力申心 ，做至少 一各不勻其它可能 的

柚摸 焦交叉的直幾，迭捧核直錢所貫穿的、安裝在蝕摸屏兩介咐迪的、

脅和接攸管 。

步驟 中所迷的萬軸拘描包括 以下步驟

S 以被阻拙的第 只 虹外友射管所村匝的第 只 紅外接收管 放 中

心 ，順序接通序青或地址力 、、m+ 、 、-2 - + 、+2、 、

+m- +m的紅外接收管 中序景或地址其宴存在的接攸管 ，接收所迷

第 只 蛀外友射管所友射的虹外錢 或者相反，順序接通序景威地址

力 T 、 -m牛 、 -2 ．、 + 、 +m- 、 +m的

虹外友射管 中序景或地址真宴存在的友射管 ，由第 只 紅外接受管接

收上述被順序迭通的缸外友射管所友射的紅外錢，其中 力被定的 自

然欽，切步驟B杞汞的缸外域被阻抽的紅外友射接攸咐管 的序景或地

址值

? 栓測步驟 的友射和接收迪程 中是否有虹外域被阻拙，如果

沒有釘外錢被阻挫，則返回步驟 S 如果有鈕外域被阻抽，別絀鎮步

驟 S 3

R3 祀汞井存儲狄向和橫 向被阻抽蛀外域所咐泣 的友射管和接收

管 的序景或地址值
4 然后返回步驟 ，直到完戚所有被釘外域所阻抽的虹外友射

接收村管 的拒描 。

1 身 乏 2 。

附團魄明

拒描方 式流



宴拖例 的萬軸拒描方式

流程 團

具休奕施方式
以下宴拖例用于稅 明木友明，但不用未限制木友明的范 圃。

團 1冥廈上鈴 出現在一般鈷枸的虹外絀摸屏的基本安裝錯枸，也

是木友明的方法所遣用的虹外蝕摸屏的基木安裝鈷枸 。如圍所示，所

迷蝕摸屏由安裝在徹摸栓洲匹域 ( 一般是如什算杭並示器、投影杭屏

幕的昱示囚域 ) 101周 圃的紅外友射管 陣列 102 、 虹外接 攸管 陣列 103

枸戚的矩形蝕摸屏 。其中的缸外友射和接收脅，既可以 勻現有鈷枸的

缸外蝕摸屏一梓，數量相同，一一咐座而枸威虹外友射和接收咐管

也可以搏友射管和接攸管 的欽量役置力不同。但伙分辦率均勻的 目的

出友，呆用箏欽量的咐管鈷枸最好。 下面就是 以所迷 咐管 鈷枸力基

軸未稅明本友明方法的宴拖 內容。

宴域 圓 107和 109，分別 以字符B、 未表示，則 些 虹外友射和接攸村

管拍描絀摸 匹域吋，分別在橫 向和臥向粹各有至少 兩咐咐管 ( 視蝕摸

物尺寸的大小，更大可能套有更多吋管 ，在此釣槐明原理假役力丙咐 )

之阿的紅外光域搏被 阻抽 。 迭祥，在如團2所示的友射和接 攸管 陣列

扣描的流程七 假故在臥向，光域被阻抽的兩吋管子的序青力匕和b

在橫 向，光域被阻抽兩咐管子的序景力。和d。 迭梓就相 些 于在 以友射

和接收咐管 的序景 、或者友射接攸咐管在微控制器中的拓描地址釣 坐

林度量車位的內部坐林系XOY中，搏舍在臥向出現a和b兩介舢摸物的

坐杯值，在橫 向搏舍出珮。和d兩介徹摸物的坐杯值 。搏迭四介坐杯值

釗合，就可以得到A c a) B(c b C d b)和D d a 四介舶摸物可能



位置，即 四介可能的搬摸庶 。但蝕摸屏內部的微控制器不 能立刻判定

迭四介舢摸 焦 申哪介是因力坐杯姐合而斤生的仿蝕摸焦 ，哪介是宴阮

存在的絀摸 焦 ，因此近需要其他 的方法柬剔 出仿徹摸庶 ，得到宴阮存

在的蝕摸 焦 。 在團 1中，仿蝕摸 魚分別是虛域 圓表示的A焦 106和C庶

108。 團中，友射管友射的缸外 域用箭共域 104表示，被搬摸物阻挫的

虹外域用箭共虛域 105未表示。

迭肘，就可以眉功木友明的核心拒描方 式 萬柚拒描 。使用木
方法拒描栓測搬摸屏的橫 向和臥向吋，徹摸物在臥橫兩介方 向上不伏

阻抽至少 丙咐友射和接 攸灼管 阿的虹外 域 ，而且近合有非咐管之阿

萬軸 蛀外錢被阻抽。 所渭萬軸招描，蹴是由一咐蛀外友射接攸咐

管 中的友射管未友射虹外域 ，而由另外一咐友射接攸咐管 中的接收管

未接攸虹外域 。因力迭兩咐管子的光軸域相分萬，不是同一各光軸域 ，

因此在木友明中定叉放 萬軸相描 。 如團 所示，搬摸屏中的虹外友射

管 一般都是紅外友光二板管，迭神友光二板管所友射的虹外域不是集

中的一束，而是分布在 以光牠 域力申心 的一介錐形的匹域 內，因此在

一定范圃內傭萬友射管 的光軸域 的接收管 ，也能接收到足 以被栓測得

出的強度足侈的光屯信景，因此萬軸栓洲 (或扭描 是可行的。 些 然，

迭科情況下村友射管和接攸管之岡的距萬 、角度都有一定的要求，需

要根搪戶品手冊、徹摸屏的尺寸等因素，或者通迪宴醃乘硝定最大允

件的偏萬佳置。但村于一般尺寸的搬模物和絀摸屏而言，一般偏萬在

几介管佳 管子的安裝位置)的情況下，完金可以栓洲得到萬軸的光 屯

信景 。

團2鈴 出 了整介栓洲的程序流程 囤，咐位上面的主要步驟 。 步驟

201是栓洲的眉功步驟，遊入栓洲程序，然后迭入相描的步驟202 通

迪栓洲判斷步驟203判定是否有咐管之岡的紅外域被阻拙，如果沒有

虹外錢被阻抽，則在完戚一介招描周期之后返回招描控制部分，鑑鍥

控制各介友射接攸咐管拘描整介舢摸 匹域，些栓洲到有物休阻拙 了虹



外域 吋，沅汞井存儲每一次虹外域被阻挫的缸外友射接攸村管 的序景

或地址值 然后迷入判晰步驟204，判晰在臥向和橫 向一共各 自有几

咐管子之岡的虹外域被阻挫，如果在某介方 向上只 有一咐管子之岡的

缸外錢被阻挫 ，則判定六 車焦蝕摸 迭入汁算特換步驟20 ，按 照安

裝搬摸屏的汁算柳系 統要求，搏搬摸 庶 的內部坐杯汁算特換威力指定

格式的坐杯值，通迪違接端 口輸出到所述汁算棚系 統 中，然后返回步

驟202 如果在某介方 向上有超世一村的管子之阿的光域被阻挫 ，則

臥放是多 焦蝕摸，然后逃入步驟206 ，根据存儲缸外域被阻抽的村管

的地址或者序青，釗合得到蝕摸焦 的若干介可能的坐杯值，例 如囤 1

中的A、B、 C、 各焦 。 然后，迭入步驟207，眉功萬軸招描功能 。

在得到萬軸拒描的錯果 以后，遊入判晰汁算步驟208，判定上迷坦合

得到的絀摸 庶 的內部坐杯中，哪些是其宴的絀摸 焦 ，剔 出仿舢摸 庶 。

最后，再如步驟205所迷的赴理方 式赴理其宴舢摸 焦 的坐杯值，并通

迪達接端 口輸 出到所迷汁算柳系 統 中。 完戚迭些步驟 以后 ，再返回到

拒描控制步驟202，升始下一次相描栓洲 。 其中在宴拖例 1申，因力 以

紅外 域被 阻斷的友射接 收肘管 的序景或地址助根据乘眉 功萬軸拒

描，所 以在步驟204判斷出是多介咐管被阻拙之后 ，可以跳迪步驟206 ,

直接眉功萬軸拒描，省去汁算得到若干介坐杯值的步驟 。但是在宴施

例 2中，因力萬軸拒描的方式是基于匆合得到的各介可能 的徹摸 庶力

中心 ，所 以上迷相位 的步驟是必須有的。

因力垃外蝕摸屏的工作原理 已鋒是公升披木，上述的栓洲、判斷、

汁算等扶木內容都是程序役什和教芋汁算的內容，故在此元需再祥鈾

瑰明。

奕拖例

在本友明的宴拖方案 中，在迭捧勻被光緘 隔晰的虹外友射接收咐

神方式 。 第一神如流程囤囤3所示，迭悸 以所述被光域 隔斷的缸外友



射接攸咐管 的力 P，心 ，序景或者地址占其相郊但是光軸域不同軸的友

射和接收管逃行萬軸拒描 。 以 團 1中的釗合得到的舢摸焦 a d)力例

假故在臥向上，紅外欽被焦D阻拙的村脅的序青或地址放 八 迭里 d,

則就可以分別迷捧序景或地址力 - 、 + 的友射管友射虹外 域 ，在

上述每只友射管友射虹外錢 肘，可 以再分別迭蜂序景或地址力 -2

、 、 + +2的接 收管接攸。 伙團 1中可以看到，因力搬摸 庶 是

其宴存在的，因此伙 - + 、 + 的釘外域被完舍阻挫

+ 、 和 - 、 + 1的缸外 域被部分阻拙 。 迭吋就可以判晰出D
庶是一介其宴的徹模 庶 。而C庶 ，因力木咳被C庶 阻挫的 - 、 +

和 - +2 + 刁 -2之阿的蛀外域都沒有被阻拙，別槐明C焦是一介

仿絀摸焦 。迭只是利用臥向排列的友射接攸咐管末栓測的，近可以利

用橫 向排列的友射接收咐管乘再次栓測，迭一步碉臥哪介是其宴哪介

是仿蝕摸 庶 。 其它可能的蝕摸庶A、B、C，同梓用迭科方法未判定真

事宴上，迭神栓州方法的几何半基袖是咐于直域方程的交庶 的求

解。 因力在整介搬摸屏上，所有友射和接 攸管 的位置在坐林系 X Y

申都是 已知且固定的，所 以任何一只友射管勻任何一只接收管之同的

直錶 缸外域 的方程都是 已知，那么迭些直域之阿的合部交焦 的坐杯

值就都是 已知的，且根据几何孚原理可知，平面上不平行的直域之阿

有且之有一介交庶 。如果迭些直域 中某兩桑或者多桑直域一起被切晰

(虹外域被阻挫 ，那么 阻挫 庶 一定就是迭兩各或多桑直域 的交庶 。 如

果蝕模屏只 有一介方 向例如團申所示的臥向 的拒描栓洲，那么上迷

致位置 但是蝕模屏近有另外一介方 向 團中所示放 橫 向)的相描栓洲，

如上所迷可以得到蝕摸 焦在X方 向的精硝位置和Y方 向的大致位置。

迭梓，蛀外徹摸屏就呵以精碉地得到每介蝕摸焦 的位置，而不只 限于

一介舢摸庶 。



咐泣于團3，就是 團2申的步驟207被更具休的步驟30 1替代 ，步驟

302 替代 團2中的步驟208 ，然后返回團2中的拒描步驟20 .
力更清晰地視明本友明的第一科 萬軸拒描宴施方法，首先假梭友

射和接攸管 的最大序景力 ( 在此只用按照 由小到大排列序景未稅 明

友射或接攸管的拒描順序，友射及接收管地址，也可以特化力序景

而且叭虹外蝕摸屏的錯枸可知，其他 的排列規則也可以特化力由小到

大的序青 兀 使用本宴施例 萬軸拓描方法的虹外蝕摸屏的工作迪程如

下 微控制器按照序景 由小到大的順序依砍迭通缸外友射管，使其友

射紅外錢 。 些每迭通一只序景力 的友射管之后，在核友射管咐迪的

虹外接收管 ，以勻所迷被迭通友射管相配咐的接收管釣 中心 ，微控制

軸接攸管 ，未接收所述友射管友射的虹外域 。假故除了勻所述友射管

相配咐的接收管 以外，所迷被依次逸通的接攸管 的欽量是2m，則被

微控制器依次迭通的接收管 的序景 分別力 二 m 、 -m+ 、 、

- 、 + +m- 、 + 。 迭里 力沒定的 自然欽，

可根据舢摸屏的大小和要求的吶泣 吋岡的長短末取值 m值大，精度

高，拘描周期長，吶垃遠度較慢，反之m小，別拒描周期短，吶位快。

因此一般取m 2 1 ，即 1 三 m 三 2。 些 勻友射管 配咐的接攸管位于

蝕摸 匹域的迪錄吋，可能上述序景 中某些序景是不存在的 比如對 二

1忖，已鉅是最迪錄的友射或接收管 了， -m 、 -m+ 、 、 -2 -

迭些接收管宴阮上是不存在的 而在 二 吋，+ +2 +m-

+m別不存在，在迭科情況下，由于不必考慮屏幕迪錶 以外的任何絀

摸 庶 ，因此利用 一側 的一半欽量的友射和接 攸管 ，并根楣前迷的方

法和友射、接收管之阿的几何和數學共系 ，依 咀可以判晰出其正的徹

模庶 。 在拒描迪程 中岡，一介方 向的終止管和另一介方 向的起始管 ，

也是上述的情況。在整介的拒描栓洲迪程 中，所有的虹外友射和接攸

管都按照上述的規則未被迭通，直到 吋，完成咐徹摸 匹域 的一幀



拒描 。

囤4給出 了萬軸拒描的程序流程 囤，所示的程序流程井未完金咐
泣于團2的主程序，迭里伏是力 了解釋稅 明上迷萬軸拍描的栓洲原理，

如果 內嵌到 團2所示的主程序 中，伙團2所示的主程序直接特入步驟

402 ，井在完威所有被阻拙虹外域 的虹外友射接攸咐管 的萬軸抽描之

后 ，重新回到囤2所示的主程序 中，迭里村團4所示的程序 內嵌到 囤2

所示的主程序 申所作的修改和交功，本領域的扶木人貝都可以理解到

井且能侈奕施 。 其中步驟401是栓洲的眉功步驟，迸入栓測程序 ，然

后遊入拒描的步驟402 ，按順序迭定序景力 的虹外友射管 。 然后逃入
步驟403 ，根据序景 和沒定的m，未依次迷通序景力 的接攸管未接收

岌射管友 出的虹外域 ，完成針咐友射管 的一介接攸小循杯 ，井通述

判斷步驟404 判晰是否有光域被阻挫 。如果有虹外錢被阻抽，則沉汞

的教值 。 如果沒有缸外錢被阻抽，則返回控制步驟402 ，錐鎮迭捧下

一介友射脅 八 重新升始下一斡 的拍描栓洲 。 如此循杯完威一恢栓洲 。

如果判晰有光域被阻挫，則扶行沅汞步驟405 ，沅汞被 阻挫的友射管

的序景和接攸管 的序青，即 J的值 。

程序枕行到迭里，就呵以根据微控制器的返算速度、絀摸屏的拒

描周期箏 因素，未役定下面的步驟，有丙科方式可供逃捧 。

第一科是集申赴理的方 式，也就是在兩幀拒描之阿，根据存倘器

申況汞的各介 、 的欽值，按照前面所迷的方 式枸建直域方程，求

解坐杯值。 在囤4申，迭科方式的扶行路往是在步驟40 之后，迭入判

晰步驟408 ，判晰是否得到 了兩介方 向至少 一介庶 的一釗 、 值 如果

沒有，則返回步驟402鏗鍥拒描栓洲 如果得到 了，則通迪步驟409 ,

遊一步判晰是否完戚 了一幀拒描 。如果判定的鈷果是 已完戚 了一恢扣

描，則迷入汁算步驟410 ，利用前面所迷的方法，求解得到其異的絀

摸 庶 的坐杯值，然后返回步驟402 ，升始下一恢 的拒描栓洲 。 汁算得



到的絀摸 庶 的坐杯值，則在投定的吋阿 內，通迪數据侍輸步驟 4 11,

搏坐杯值通迪愉 出端 口，侍輸到使用核搬摸屏的汁算杭系 統 。 使用迭

科方式，仇 焦是咐微控制器的返算 能力要求不高，赴理迪程清晰集中，
編昌也此較筒草 缺庶是宴吋吶泣 能力稍差 在快遠操作吋容易 出現

反位返鈍的現泉 。

第二神是分散的赴理方式，即在招描迪程 申赴理完部分或者舍部

欽据 。 如團2 中所示步驟405 之后 的另一介分文 。 在祀汞完一釗 、

的欽值之后 ，例如在蝕摸屏的橫 向方 向上得到 了所迷的 值，通迪

步驟406建立通迪光域被阻抽的友射和接攸管 的直域方程，如前所述

利用直錶相交的交焦是 已知的迭介各件，得到舢摸 庶在X方 向的精補

位置和在Y方 向的大致位置，然后通迪判晰步驟407 ，判斷是否在另

外的方 向 (臥向 上已鋒得到 了另外的一坦 值 。 如果在另外的方 向

上沒有得到所迷的 值，別視明另外一介方 向近沒有拒描迪，匝核

返回到步驟402 錐鏤招描栓洲 如果得到 了另外方 向的 、 值，則直接

迷入步驟410 ，利用前面所迷的方法，求解得到莫宴的蝕摸 庶 的坐杯

值，然后返回到步驟402鈾鎮扣描栓洲的循杯 。 使用迭神方式，仇 焦

是寞吋吶匝能力很好，允其村快遠操作的反匝夭敏，具有更好的使用

效果，缺庶是咐微控制器的返算能力要求較高，程序的編丐也夏染一
此一。

星然上面鈴 出 了針咐舢摸 庶 的栓洲和汁算的兩神不 同的程序流

程，但也可以 兩科方式混合使用，例如，在第二神方式中，先根据、
找到咐座 的光域被阻抽的直域 ，然后等到完戚一恢 抽描之后 ，在洋

鈾什算舢摸庶 的坐杯 。根据上面通迪附團咐具休寞施方案的稅 明，可

知步驟的釗合方式有很多神。

另外，上迷的相描迪程迂可以呆用循杯接通友射營而固定接收管

的方 式 未 宴拖 。 筒 草碗 明如下 順 序 接 通序 景 或 地 址 力 -m

-m+ 、 、 -2 - 、 ， + 、 +2、 、 +m- 、 +m的缸外友



射管 中序青或地址其宴存在的友射管 ，由第 只 虹外接受管接收上迷

被順序迷通的虹外友射管所友射的虹外域 ，通迪栓洲哪些紅外域被阻

拙而判定哪介是真寞的絀摸 焦 ，哪介是仿舢摸庶 。迭神方 式占前面所

視明的使用 以切 中心 的多介接攸管未接攸序景或地址力 的友射管 的

虹外域 的原理和栓洲效果完金相 同，故此不再重夏 。

奕拖例 2

在迭蜂勻被光域 隔斷的虹外友射接 收咐管在空阿位置上相郊或

附近的友射和接 攸管迷行萬軸拓描 的另 外 一科 方 式如團 5 申所稅 明

批 以鋒步驟C釗合而得到的各介可能 的舢摸 焦 釣 中心 ，做至少 一各

直域 ，逃蜂核直域所貫穿的、安裝在搬摸屏兩介咐迪的、占被光域被

隔晰的虹外友射接收咐管在空同住置上相卻或 附近的友射管和接 攸

管 。 些 然，如前所迷，六保征足侈的萬軸光域的強度，迭各直坡占光

域被阻挫的村管的光軸之阿的夫角越小越好。 仍 以 團 1中的庶D力例 ，

可以逃捧直域 110所貫穿的友射管 - 1和接收管汁1乘醃征 焦 是其異的

蝕摸 庶近是仿舢摸 庶 。 巧上面的第一科方法相 比 ，迭科方法原則上只

要迭樺一村合造的友射和接攸管拒描一次就可以征寞莫仿 。迭神方法

需事先汁算得到迭各直域 的方程，因此赴理吋岡要稍弋一些 。 但現在

微赴理器的速度都很快，且叉是直域方程，因此位核 此第一神方式的

拒描遠度更快一些，能侈減少全匹域拒描的周期，提高舢摸屏的吶位

遠度 。 些 然，也可以用查表法把各介可能用到的直域方程存儲在存儲

器 內，需要吋直接稠用 。 迭吋系 統 中須要有一介 此較大的存儲器 。 咐
位于囤5，用步驟 50 1替換 了團3 申的30 1。 但須注意的是迭各直域不能

勻其他姐合得到的坐林 庶相交，否則就元法判浙哪介庶 阻抽 了光域 。

木宴拖例 的萬軸拒描主程序可以 由宴施例 1交換得乘，在迭里不

作洋鈾釵述 。

上面宴拖例所鈴出的是兩介舢摸 焦 的情況，但是多于兩介舢摸 焦

的情況，依然可以使用宴施例 中的同梓的方法乘栓洲赴理，句括某些



情況赴理起未更筒草 ，因此元需再拳例未稅 明。

前面看重視明 了奕現木友明 目的基木扶木方案 。但是作釣 完整的

位用扶水方案，上迷明硝稅明的宴施結枸不是唯一的。 山如，什算符

合勻蝕摸屏相達接的汁算杭的接收格式的坐杯值的步驟，也可以役置

在剔除仿舢摸 庶之前，在征宴某焦是仿搬摸 庶之后，刪除迭介庶所村

匝的坐杯值即可。 再 比如在第一神萬軸拍描方案 中，近可以首先達通

一只逃定的按攸管 ，然后再依次達通各介被迭定的友射管 在金部被

迭定的友射管都友射完紅外域之后再達通第二只被迭定的接攸管 ，然

后再依次達通各介被迭定的友射管一一迭神順序未宴珮，減少 了瞬悉

迪程，搏能保征接攸的光 屯信青更穗定 。 因此在木友明所鈴 出的基木

扶木方案的基拙上的迷行的政迷 、移植 、交通 、刪減 、增朴等方式的

故汁，都厲于本友明的扶木范 圃之內。

工咄奕用性

通迪上面咐于友明內容的描迷，呵以看到木友明的伉 庶 ，在于在

不政交現有紅外蝕模屏任何結枸的各件下，伏伏通迪政交控制徹摸屏

工作的微控制器內的枕行代碼，就可以宴現栓洲多介徹摸 焦 的 目的 。

因此，木友明具有泣用威木板低 、造用性非常亡 周的仇 焦 九其村于

一些特殊的虛用，能侈非常容易地宴現咐多介搬摸 庶 的栓洲。



杖 利 要 求 屯

1、 一神裸別缸外徹摸屏上多介舢摸 庶 的方法，核方法泣用在紅

外蝕模屏中，核紅外徹摸屏由沿看舢摸 匹域 四周排列的缸外友射和接

收肘管 陣列、接適所述缸外友射管和接攸脅 的附厲 屯路 以及控制所迷

屯路井存儲 、汁算、侍輸栓洲到的欽搪的微控制器系 統所枸戚，咆括

如下步驟

A 眉功釘外徹摸屏，按照 順序依次迭捧接通每咐虹外友射和

接收管 ，拒描整介徹摸 匹域

B 祀汞井存備每一次紅外域被阻拙的虹外友射接攸咐管 的序景

或地址值

C 然后判斷是草庶絀摸近是多 庶舢摸，如果是草焦搬摸直接特

入步驟 E 如果是多 庶徹摸，迸行下介步驟

D 迭蜂勻蛀外域被阻挫的蛀外友射接攸咐管在空阿位置上相郊

或附近的、但是光軸幾不同軸的友射和接攸管迷行萬軸拓描

E 根据況汞井存儲的虹外友射接收村管 的序景或地址值，汁算

得到其宴存在的翩摸 庶 的坐杯值

F 將其宴徹摸 焦 的坐杯值輸 出蛤安裝其虹外絀摸屏的裝置。

2、根据板利要求 1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驟 所迷的遊

行萬抽拒描缸外友射和接收管 的迷捧方 式是 以所迷被光域被隔斷的

虹外友射接收村管 的釣 中心 ，迭捧序景或者地址占其相郊的虹外友射

和接攸管 。

3 、根搪杖利要求2所迷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驟 申所迷的萬

軸拓描包括 以下步驟

S 以被阻拙的第 只 虹外友射管所咐虛 的第 只 釘外接收管力中
，，順序接通序景或地址六 m十 、 、-2 - 、、+ 、+ 2、 、

+m- 、 +m的虹外接收管 申序景或地址其奕存在的接收管 ，接收所迷

第 只 缸外友射管所友射的缸外域 ，或者順序接通序景或地址力 yr



-m+ 、 、 -2 - 、 、 + +2、 、 + - + 的釘外友

射管 中序景或地址其宴存在的友射管 ，由第 只 紅外接 收管接攸上迷

被順序迭通的虹外友射管所友射的虹外域 ，其中 力役定的 自然欽 ，

S2 栓洲步驟 的友射和接收迪程 中是否有虹外域被阻抽，如果

沒有虹外錢被阻挫，則返回步驟S 如果有缸外域被阻挫，則錐鏤步

驟 S3

S 3 況汞井存備臥向和橫 向被阻拙缸外域所咐位 的友射管和按收

管 的序昔或地址值

S4 然后返回步驟 ，直到完戚所有被蛀外域所 阻抽的虹外友射

接收咐管 的拒描 。

4、根据杖利要求 1所迷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步驟 之前，近

也括步驟 根据步驟 沉汞的被阻挫的虹外友射和接攸管 的序景或地

址值，釗合而得到的各介可能 的柚摸焦 。

5 5 、 根据板利要求 4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驟 所述的迷

行萬軸拒描紅外友射和接攸管 的迷捧方式如下 以所迷各介可能 的舢

摸 庶力中心 ，做至少 一桑不占其它可能 的絀摸 庶交叉的直域 ，逃捧核

直域所貫穿的、安裝在蝕摸屏兩介咐迪的、勻被光域 隔晰的釘外友射

0 6、根据杖利要求5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驟 中所述的 自

然欽m的取值范 圃力 1 m 身 2。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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