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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多阵列的指尖触觉交互装
置，
属于人机交互设备技术领域。该交互装置包
括布设在一块柔软电路板上的电容式多阵列传
感器、主控板以及数据采样芯片；
所述电容式多
阵列传感器包括上感应极板、
下感应极板以及固
定于上、
下感应极板间的若干个柔性微针，
上、
下
感应极板之间通过填充的等离子的化学键键合；
其中 ，
所述电容式多阵列传感器的上、下感应极
板直接与数据采样芯片的数模接口连接，
所述数
2
据采样芯片和主控板之间通过I C通信接口连
接。本装置可采集来自 用户接触力的大小和分
布，
并对采集的数据进行分析和处理，
判断用户
的动作指令 ；
本装置适应力强 ，
集成方便 ，
能实
时、
完整、
快速地判断指尖的动作信息，
实现人机
交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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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多阵列的指尖触觉交互装置，
该装置通过串口线与机器人连接，
其特征在于，
包
2
括布设在一块柔软电路板上的电容式多阵列传感器、设有I C通信接口的主控板以及设有
数模接口和I2C通信接口的数据采样芯片；
所述电容式多阵列传感器包括上感应极板、
下感
应极板以及固定于上、
下感应极板间的若干个柔性微针，
上、
下感应极板之间通过填充的等
离子的化学键键合；
其中，
所述电容式多阵列传感器的上、
下感应极板直接与数据采样芯片
2
的数模接口连接，
所述数据采样芯片和主控板之间通过I C通信接口连接；
所述上、
下感应极板的结构相同，
均在1cm2单元内集成有1个用于感知压力大小的主感
应点和多个用于感知压力移动变化的次感应点；
其中，
所述主感应点为一圆形金属板，
该主
2
感应点与所述主控芯片的I C通信接口连接；
所述次感应点为均匀分布在该主感应点外围
的共心扇形金属板，
各次感应点与所述数据采样芯片对应的数模接口连接；
所述主控板，
用于通过支持向量机算法对所述数据采样芯片采集的电容式多阵列传感
器数据进行特征提取和分类，
识别用户的九种动作，
包括：
垂直下压、左旋转、
右旋转、
单击、
双击、
前、
后、
左、
右。
2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指尖触觉交互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述上、下感应极板的表面
均包裹有与柔性微针材料相同的柔性衬底。
3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指尖触觉交互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述数据采样芯片有多个，
布设在所述电容式多阵列传感器周围，
数据采样芯片的个数根据电容式多阵列传感器中上
或下感应极板的次感应点数量确定。
4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指尖触觉交互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述柔性微针采用聚二甲基
硅氧烷翻模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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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多阵列的指尖触觉交互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多阵列的指尖触觉交互装置，
属于人机交互设备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近年来人机交互技术迅猛发展，
它主要是通过相关设备识别人的各种行为动作、
身体姿势等与计算机虚拟环境进行交互，
实现指令控制、游戏、操作训练等功能。但是目前
很少有指尖触觉的交互装置。传统的指尖触觉的交互装置包括传感器、
数据采样芯片、
以及
设有主控芯片的主控板；
数据采样芯片的数模接口与传感器连接用来采集传感器数据，
主
控芯片与数据采样芯片之间通过通信接口连接，
由主控板对采集的数据进行处理分析；
其
中，
传感器大多使用电阻式压力传感器，
原理类似滑动变阻器，
通过外部压力使装置的电阻
值发生变化，
由于检测电阻值需要使用电压值利用分压原理检测电压值来间接检测电阻
值，
此方案的存在装置的接线复杂，
测量不准、
体积较大的缺陷(例如专利CN101258389B)。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是为了克服已有技术的不足之处，
提出一种多阵列的指尖触觉交互
装置，
本发明在获取用户指尖的操作信息后，
可根据该操作信息判断与机器人进行人机交
互的用户意图，
进一步地可通过对机器人的闭环控制，
实现人机交互。
[0004] 本发明提出的一种多阵列的指尖触觉交互装置，
该装置通过串口线与机器人连
接，
其特征在于，
包括布设在一块柔软电路板上的电容式多阵列传感器、设有I 2C通信接口
的主控板以及设有数模接口和I2C通信接口的数据采样芯片；
所述电容式多阵列传感器包
括上感应极板、
下感应极板以及固定于上、下感应极板间的若干个柔性微针，
上、下感应极
板之间通过填充的等离子的化学键键合；
其中，
所述电容式多阵列传感器的上、
下感应极板
直接与数据采样芯片的数模接口连接，
所述数据采样芯片和主控板之间通过I2C通信接口
连接。
[0005] 所述上、
下感应极板的结构相同，
均在1cm2单元内集成有1个用于感知压力大小的
主感应点和多个用于感知压力移动变化的次感应点；
其中，
所述主感应点为一圆形金属板，
2
该主感应点与所述主控芯片的I C通信接口连接；
所述次感应点为均匀分布在该主感应点
外围的共心扇形金属板，
各次感应点与所述数据采样芯片对应的数模接口连接。
[0006] 所述主控板，
用于通过支持向量机算法对所述数据采样芯片采集的电容式多阵列
传感器数据进行特征提取和分类，
识别用户的九种动作，
包括：
垂直下压、左旋转、右旋转、
单击、
双击、
前、
后、
左、
右。
[0007] 本发明的特点及有益效果：
[0008] 1、
本发明提出的指尖触觉交互装置，
所采用的传感器为电容式传感器，
在较小的
区域可形成较多的触觉感应点，
体积较小，
接线简单、测量稳定。
[0009] 2、
本发明提出的指尖触觉交互装置，
无需外接设备如摄像头等就可以进行工作，
不受环境光照、遮挡等影响，
适应力强，
将传感器直接固定在机器人指尖就可以穿戴使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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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实时、
完整、
快速地捕获用户动作意图，
实现交互式的操作。
[0010] 3、
本发明的指尖触觉交互装置识别用户动作指令并准确判断 ，
能应用于人机交
互、
机器人操作等多种领域。
附图说明
[0011] 图1是本发明实施例1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0012] 图2是图1中电容式多阵列传感器的结构示意图；
[0013] 图3是图1中电容式多阵列传感器的俯视图；
[0014] 图4是实施例2所采用电容式多阵列传感器的俯视图。
[0015] 其中，
I—电容式多阵列传感器，
Ⅱ—数据采样芯片，
Ⅲ—主控板，
IV—柔软电路
板；
Ⅰ-1—上感应极板，
Ⅰ-2—下感应极板，
Ⅰ-3—柔性微针。
具体实施方式
[0016] 本发明提出的一种多阵列的指尖触觉交互装置，
以下结合附图及实施例详细说明
如下：
[0017] 实施例1
[0018] 本发明提出的一种多阵列的指尖触觉交互装置，
其结构如图1所示，
包括布设在一
块柔软电路板IV(该电路板可附着在机器人的指尖)上的电容式多阵列传感器Ⅰ、
3个设有模
数接口和I2C通信接口的数据采样芯片II以及设有I2C通信接口的主控板Ⅲ；
其中，
3个数据
采样芯片II均匀布设在每个电容式多阵列传感器Ⅰ周围，
各数据采样芯片II通过其数模接
2
口直接与电容式多阵列传感器相连，
然后通过自身的I C通信接口与主控板中主控芯片的
2
I C通信接口相连；
主控板通过对数据采样芯片的通信协议的解析来获取电容式多阵列传
感器的实时值。
[0019] 本实施例的多阵列传感器Ⅰ包括上感应极板Ⅰ-1、
下感应极板Ⅰ-2、
以及固定于上下
感应极板之间的若干个柔性微针Ⅰ-3(为了更清楚地示意柔性微针的排布方式，
图1将柔性
微针从中部截开，
分为了上下两段，
实际中连接上下感应极板的各柔性微针为一个整体)。
其中，
上、下感应极板的结构相同，
均在1cm2单元内集成25个触觉感知点，
所述25个触觉感
知点包括1个用于感知压力大小的主感应点1和24个用于感知压力移动变化的次感应点，
主
2
感应点1是一个半径为0 .4cm的圆形金属板，
该主感应点与所述主控芯片的I C通信接口连
接；
24个次感应点为均匀布设在主感应点外围的共心扇形金属板，
即逆时针每15 °
设有一个
次感应点，
依次标号为2-25，
如图2所示，
各次感应点与所述数据采样芯片对应的数模接口
连接。所述柔性微针采用聚二甲基硅氧烷(PDMS)通过常规的翻模工艺制成，
PDMS具有良好
的弹性 ,当感应极板受压时会使柔性微针变弯 ,而当感应极板没有压力存在的时候柔性微
针会很快的恢复原状 ,使上、
下感应极板之间的间距恢复到原来程度。利用此柔性微针，
可
提高电容式多阵列传感器的灵敏度。上、
下感应级板均由聚二甲基硅氧烷柔性衬底包裹，
使
用该材料包裹感应极板可屏蔽静电干扰，
同时可防止感应极板的氧化。上感应极板和下感
应极板之间通过氧等离子填充处理后键合，
利用分子间的化学键作用使上、下感应极板间
贴合，
保证了所述电容式多阵列传感器的可伸缩性和柔软性。该电容式多阵列传感器的工
作原理为：
上感应极板和下感应极板之间构成了平板电容器，
当施加在该多阵列传感器上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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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压力值发生变化时，
通过柔性微针的变形使得上、
下感应极板间距发生改变，
从而导致电
容值改变，
本装置通过监测平板电容器的电容值的变化来推断触觉力的大小，
同时利用推
断出来的次感应点的力大小和在感应极板上的分布关系来判断受力方向或者受力趋势。
[0020] 所述的数据采样芯片II用于处理次感应点的数值(该数值即为由上、
下感应极板
构成的平板电容器的电容变化值) ，
本实施例的3块数据采样芯片均采用7148系列的I2C模
数转化芯片，
单个7148系列的模数转化芯片具有8个数模接口，
即1个7148系列的模数转化
芯片最多可采集8路次感应点数值(将上、下感应极板中相同位置处的一对上、
下次感应点
的电容值作为一路数据)。数据采样芯片的数模转化接口与次感应点相连，
并利用此芯片的
2
I C协议与主控板进行通信。
[0021] 所述主控板用于接收通过数据采样芯片处理后的多阵列传感器的数值，
并对数值
进行提取和分析，
识别九种动作：
垂直下压、左旋转、
右旋转、
单击、
双击、
前、后、左、
右，
以便
相关人员开发使用。本实施例主控板上的主控芯片采用M430系列单片机作为微处理器。
[0022] 主控板处理采集数据的方法采用现有的支持向量机(SVM)方法(该方法的具体内
容不属于本发明的创造点) ，
SVM本身是二值分类器，
针对本发明中的九种动作类别的分类
问题，
采用了一对多法(OVR SVMs) ，
分类器个数为9个。在SVM使用高斯函数作为其核函数，
进一步提高计算速度和分类的准确性。具体做法如下：
选取已经采集好了的离线的数据集
的三分之二作为训练集来训练处分类器，
剩下的三分之一作为测试集用来评估训练后分类
器的准确度。为了得到合适的训练数据集，
首先使用主频分析法对训练测试进行一定的特
征提取，
将冗余的信息略掉，
然后用高斯核函数分别计算九个分类器中每个特征向量的相
关值，
根据这些特征相关值计算协方差矩阵空间 ,计算每个特征的特征系数，
最终获得分类
器中的模型参数，
利用这些模型参数就可以明确分类器，
从而对训练数据集进行计算，
判断
测试集的分类。
[0023] 本套交互装置可以直接固定在机器人的其中一个手指尖上，
留出一根串口线与机
器人或者机器人的服务器进行通信，
使用简单可靠。将采集到的数据进行分析处理后，
本交
互装置会给用户输出此时受力大小和九个动作状态，用户可以根据装置提供的输出数据，
进行第二次开发，例如利用九个动作状态可以判断机器人在抓取过程中是否发生抓握不
稳。本装置输出接口人性化并且易于开发，
提高了本发明的通用性。
[0024] 实施例2
[0025] 本实施例与实施例1的区别在于电容式多阵列传感器上的上或下感应极板中的感
应点只有13个，
包括一个主感应点和十二个次感应点，
如图4所示。每个次感应点相隔30 °
依
次排列。仅设置2块数据采样芯片用来采集各个次感应点的数值。工作原理和实施例1一样，
不同点在于多阵列传感器的数值只有13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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