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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nector (4), the processing unit (1) controls the CF card (3) to be p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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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摘要 :

- 神減少 CF 卡 ( 3 ) 損杯的方法和裝置，所迷方法包括 她理器卓元 ( 1) 判斬 CDl 信骨、CD2 信青是否

力有效 ; 若 CDl 倩弓、CD2 信弓力有敷 她理器革元 ( 1) 控制 CF 卡 (3) ± 啦 CF 卡 ( 3 ) 力上屯狀悉之后

她理器草元 ( 1) 控制 IDE 數据 控制 地址 錢 ( 2 ) 勻 CF 卡連接器 (4) 連通 之后 她理器卓元 ( 1) 肘 CF

( 3 ) 邀行坊 。若她理器卓元 (1) 停止肘 CF 卡 ( 3 ) 的坊向，則灶理器革元 ( 1) 控制 IDE 數掘 /控制/地址忠域

(2) 勻 CF 卡達攘器 ( 4 ) 晰升 IDE 致据 /控 I 地址忠域 ( 2 ) 勻 CF 卡娃接器 ( 4 ) 斷升后 她理器羊元 (1) 控

制 CF 卡 ( 3 ) 斷屯。 本友明在 True IDE mode 棟式下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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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減少 CF 卡 (3) 損杯的方法和裝置，所迷方法包括 她理器革元 (1) lj 斷 CDl 信骨、CD2 信骨是否

效 若 CDl 信弓、CD2 信弓力有效，她理器萃元 (1) 控制 CF 卡 (3) 上啦 ; CF 卡 (3) 力上咄狀悉之后，
器草元 (1) 控制 IDE 數据 /控制/地址思域 (2) 占 CF 卡連接器 (4) 遵通 ; 之后，她理器革元 (1) 肘 CF I

迸行坊 。若她理器革元 (1) 止咐 CF 卡 (3) 的切 j，則她理器革元 (1) 控制 IDE 數据 /控制/地址忠域

均 CF 卡連接器 (4) 斬升 ; IDE 敬据 /控制/地址忠域 (2) 勻 CF 卡達接器 (4) 斷升后，她理器革元 (1) 控

F 卡 (3) 斷屯。本友明在 True IDE mode 模式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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沸明弔

一秤喊少C 卡扳杯的方法及裝置

山 技水領域

本友明涉及存儲卡技水領域，尤其涉及一神喊少C 卡掀杯的方法及裝置。

3 ] 友明背景

4 ] 目前，各神存儲卡斤泛的匝用于日常生活和工作的各介方面，其中，C (Co

p ac

aSh ，一神采用緊湊閃存技水的存儲役各 ) 卡是出現吋同較弋的存儲卡之一。 C

卡貝有容量大、速度較快、更換方便、性份比較高的伉焦 ，因而受到斤大數昭

相帆和掌上屯胭用戶的青睞，在數据通信領域得到較斤泛匝用。

5 ] 常用的C 卡支持三神接口模式，分別力P C C a d e o y

ode (介人汁算帆存儲模式 ) ，P C C a d

ode (介人汁算帆輸入輸出模式 ) ，T e E

ode (仿真屯子集成軀劫器模式 ) 。 其中，肖C 卡工作于T e E

ode模式吋，在硬件注接上最筒革，在軀劫軟件方面可以借用 E (屯子集成

軀劫器 ) 接口的軀劫程序，因此T e E ode模式是C 卡最常用的模式。

6 ] 團 力C 卡工作于T e E

ode模式下勻革板常皿的屯路注接框團。 貝休包括 位于革板上的她理器革元

、屯源以及C 卡注接器，C 卡通泣革板 C 卡注接器勻革板相注。 所迷她理

器革元包括 E接口和在位信青判斷革元， E接口用于勻C 卡迸行數据和控制

信息的侍輸，在位信青判斷革元用于判斷C 卡是否完全勻C 卡注接器接蝕 所

迷屯源將C 卡注接器插槽上的屯源端勻她理器革元的屯源相注 C 卡注接器役

置丁包括屯源和地的供屯信青域、用于在革板勻C 卡之同迸行數据侍輸的通用 1

(輸入輸出) 信青域、用于判斷C 卡是否完全插入C 卡注接器槽位中的在位

栓測C 青和C 2信青。 其中，供屯信青域的管腳最弋。

7 ] 將C 卡插入C 卡注接器的泣程中，因力C 卡注接器的各介信青域的弋短不同

，所以C 卡的各介管腳勻革板接蝕的先后順序不同。 因力供屯信青域的管腳最



弋，所以供屯信青域最先勻C 卡接蝕 其吹勻C 卡接蝕的力通用1/ 信青域 最

后勻C 卡接蝕的力判斷C 是否完全插入C 卡注接器槽位中的在位信青。

8] 由上迷C 卡勻C 卡注接器的接蝕泣程可知，因力供屯信青域最先勻C 卡接蝕

，所以若不村屯源迸行控制，合早致C 卡在插入泣程中，C 卡先上屯，但是此

吋C 卡可能江沒有完全插入，八而可能早致C 卡掀杯 同佯地，在拔出C 卡的

泣程中，由于C C 2 青先勻C 卡脫萬，供屯信青域最后脫萬，可能早致

將不可預知的信息弓入C 卡中，八而掀杯C 卡。

9] 因此，在T e E

ode模式下， 目前沒有技水方案能防 C 卡在勻C 卡注接器的接蝕泣程中的掀

杯。

10] 友明內容

1 1] 本友明宴施例提供一神喊少C 卡掀杯的方法及裝置，在T e E

ode模式下，能防 hC 卡在勻C 卡注接器的接蝕泣程中的掀杯。

12] 本友明宴施例是通泣以下技水方案宴現的

13] 本友明宴施例提供一神喊少C 卡掀杯的方法，所迷方法包括

14] 她理器革元判斷在位栓測C 信青、C 2 青是否有效

15] 若C C 2 青有效，她理器革元控制C 卡上屯 C 卡力上屯狀杰之后，她

理器革元控制 E息域勻C 卡接口注通 之后，她理器革元村C 卡迸行坊河。

16] 本友明宴施例提供一神喊少C 卡掀杯的方法，所迷方法包括

17] 若她理器革元停止村C 卡的坊河 ，她理器革元控制 E息域勻C 卡接口斷升

18] E息域勻C 卡接口斷升之后，她理器革元控制C 卡斷屯。

19] 本友明宴施例提供一神喊少C 卡掀杯的裝置，所迷裝置包括她理器革元，江包

括

20] 屯源控制革元，用于接收C 卡上屯的信青井迸行C 卡上屯的貝休操作

21] 息域控制革元，用于接收 E息域勻C 卡接口的注接的信青井在C 卡上屯后迸

行 E息域勻C 卡接口的注接的貝休操作

22] 在位信青拮果友送革元，用于在C C 2 青均有效情況下，友送C C

2信青均有效的信息



23] 控制革元，用于接收所迷在位信青拮果友送革元友送的信息，根据所迷信息控

制所迷屯源控制革元村C 卡上屯之后控制所迷息域控制革元迸行 E息域勻C

卡接口的注接的操作。

24] 本友明宴施例提供一神喊少C 卡掀杯的裝置，所迷裝置包括她理器革元，江包

括

25] 息域控制革元，用于接收 E息域勻C 卡接口的斷升的信青井迸行 E息域勻C

卡接口的斷升的貝休操作

26] 屯源控制革元，用于接收C 卡斷屯的信青井在 E息域勻C 卡接口的斷升后迸

行C 卡斷屯的貝休操作

27] 控制革元，用于控制所迷息域控制革元抗行 E息域勻C 卡接口的斷升的操作

，之后控制所迷屯源控制革元村C 卡斷屯的操作。

28] 由上迷本友明宴施例提供的技水方案可以看出，本友明宴施例采用一神喊少C

卡掀杯的方法及裝置，在T e E

ode模式下，能夥防 C 卡的掀杯，八而增加C 卡的可靠性，延弋C 卡的荐命

，市的丁成本。

29] 咐團筒要稅明

3 0] 團1力現有技水中C 卡工作于T e E

ode模式下勻革板常皿的屯路注接框團

3 1] 團2力本友明宴施例涉及的C 卡插入和拔出的操作流程團

32] 團3力本友明宴施例涉及的C 卡勻革板的硬件信青注接示意團

3 3 ] 團4力本友明宴施例涉及的裝置的貝休宴現示意團。

3 4 ] 宴施本友明的方式

3 5 ] 本友明宴施例的一介方法的貝休宴現示意團如團2所示，團2力C 卡插入和拔出

的操作流程團，貝休包括

3 6 ] S 20 在插入C 卡之前，她理器革元將C 卡注接器插槽的屯源端役置力斷屯狀

杰 即若C 卡注接器插槽的屯源端力上屯狀杰，則需要在插入C 卡之前，將C

卡注接器插槽的屯源端役置力斷屯狀杰 可以理解的是，若C 卡注接器插槽的

屯源端力斷屯狀杰，則不需要迸行任何役置 貝休的役置C 卡注接器插槽的屯



源端力斷屯狀杰的方法可以力 將C 卡注接器插槽的屯源端勻革板的屯源端斷

升

37] S2 1 在插入C 卡之后，判斷C 卡注接器上的C C 2 青是否同吋有效

在本宴施例中判斷的貝休方式可以力 若C C 2 青同吋力低屯千，則C

C 2信青同吋有效 若C C 2信青有一介是高屯千或同吋力高屯千，則表

示C 卡不在位，此吋不迸行任何操作 若C C 2 青同吋有效，則表示C

卡在位，此吋表明C 卡己姪完全插入C 卡注接器插座，抗行S22

38] S22 她理器革元在延弋一段吋同后，比如延吋 后，她理器革元控制C 卡上

屯 C 卡力上屯狀杰之后，她理器革元控制 E息域勻C 卡接口注通 貝休可

以力 她理器革元向C 卡屯源控制升芙友送上屯信青，C 卡屯源控制升芙收到

所迷信青之后，C 卡屯源控制升芙岡合，措示裝置措示C 卡她于上屯狀杰，在

本宴施例中力 E (友光二板管) 措示盯焦亮 之后，她理器革元向息域控制升

芙友送注通信青，息域控制升芙收到所迷信青之后，息域控制升芙岡合，即，

使 E接口息域她于便能狀杰 E 措示盯她于焦亮狀杰，禁止將C 卡八C 卡

注接器中拔出

39] S23 她理器革元村C 卡迸行初始化，井村C 卡迸行坊河 此吋 E 盯一直她

于焦亮狀杰，此吋禁止拔出C 卡

40] S24 若她理器革元需要拙壞坊河C 卡，則抗行S23中她理器革元村C 卡的坊

河泣程 ，此吋 E 措示盯一直她于焦亮狀杰，此吋禁止拔出C 卡 若她理器革

元不需要拙壞坊河C 卡，則抗行S25

4 1] S25 她理器革元控制 E息域勻C 卡接口斷升 E息域勻C 卡接口斷升之

后，她理器革元控制C 卡斷屯 貝休可以力 她理器革元向息域控制升芙友送

斷升信青，息域控制升芙收到所迷信青之后，息域控制升芙斷升，即，使 E接

口息域她于高阻狀杰 之后，她理器革元向C 卡屯源控制升芙友送斷屯信青，C

卡屯源控制升芙收到所迷信青之后，C 卡屯源控制升芙斷升，同吋熄夾革板上

的 E 示盯 E 措示盯熄夾之后，可以將C 卡八C 卡注接器插座中拔出。

42] 團3力本友明宴施例涉及的C 卡勻革板的硬件注接示意團，貝休包括

43 她理器革元、屯源控制革元、息域控制革元， 以及役置于所迷她理器革元中的



在位信青拮果友送革元和控制革元，其中

44 屯源控制革元，用于接收C 卡上屯或斷屯的信青井迸行C 卡上屯或斷屯的貝

休操作 在接收到C 卡上屯信青后迸行C 卡上屯操作 在接收到C 卡斷屯信青

，且 E息域勻C 卡己姪斷升后抗行C 卡斷屯操作。

45 息域控制革元，用于接收 E息域勻C 卡接口的注接或斷升的信青井迸行 E

息域勻C 卡接口的注接或斷升的貝休操作 肖接收到 E息域勻C 卡接口注接

信青，則在C 卡上屯后控制 E息域勻C 卡接口的注接 ，若接收到 E息域勻C

卡接口斷升信青，則控制 E息域勻C 卡接口的斷升。

46 在位信青拮果友送革元，若在位信青判斷革元的判斷拮果力C C 2 青均

有效，則用于向控制革元友送C C 2 青均有效的信息

47 控制革元，接收到在位信青拮果友送革元友送的信息之后，用于控制屯源控制

革元將C 卡上屯，之后控制息域控制革元將 E息域勻C 卡接口注通 若她理

器革元停止村C 卡的坊河 ，用于控制息域控制革元將 E息域勻C 卡接口斷升

，之后控制屯源控制革元將C 卡斷屯。

48 團4力本友明宴施例涉及的裝置的貝休宴現示意團，包括團3所迷的屯源控制革

元、息域控制革元， 以及役置于所迷她理器革元中的在位信青拮果友送革元和

控制革元，其中

49 所迷控制革元包括

50 息域判斷革元，用于判斷 E息域勻C 卡接口是否斷升 肖 E息域勻C 卡接

口斷升后，向上屯信青友送革元友送判斷拮果

5 1] 屯信青友送革元，用于在接收到在位信青拮果友送革元友送的信息或息域判

斷革元友送的判斷拮果之后，向屯源控制革元友送C 卡上屯或斷屯的信青 肖

在位信青拮果友送革元判斷拮果力C C 2 青均有效，則上屯信青友送革元

向屯源控制革元友送C 卡上屯信青 肖息域判斷革元友送的判斷拮果力 E息域

勻C 卡接口斷升，則上屯信青友送革元向屯源控制革元友送C 卡斷屯信青。

52 屯判斷革元，用于判斷C 卡是否上屯完成 肖C 卡上屯完成后，向息域信

青友送革元友送判斷拮果 也就是稅 ，只有在上屯完成后才友送判斷拮果，在

未完成上屯的情況下不友送任何信青。



53] 息域信青友送革元，用于在接收到上屯判斷革元友送的判斷拮果力C 卡上屯完

成，向息域控制革元友送 E息域勻C 卡接口注接信青，或她理器革元停止村C

卡的坊河之后，向息域控制革元友送 E息域勻C 卡接口斷升的信青。

54] 在本友明宴施例的貝休宴現中，所迷裝置江包括

55] 措示革元，用于在所迷屯源控制革元的控制下，措示C 卡的上屯或斷屯狀杰

在本友明宴施例中，措示革元可以力各神美型的措示盯，例如 E 措示盯 E

措示盯在所迷屯源控制革元的控制下，焦亮或熄夾，向操作者措示C 卡她于上

屯或斷屯狀杰， 以抉定此吋是否能夥拔出C 卡 若 E 措示盯一直她于焦亮狀

杰，即C 卡她于上屯狀杰，則不能拔出C 卡 在 E 措示盯她于熄夾狀杰，即

C 卡她于斷屯狀杰，此吋可以將C 卡拔出。

56] 在本友明宴施例的貝休宴現中，所迷屯源控制革元包括

57] 屯信青接收革元，用于接收上屯信青友送革元友送的C 卡上屯或斷屯的信青

58] 屯源控制升芙，用于根据上屯信青接收革元接收到的信青，將升芙岡合或斷升

，井控制措示盯的焦亮或熄夾 肖所迷上屯信青接收革元接收到C 卡上屯信青

，則將升芙岡合，控制措示盯焦亮，否則肖所迷上屯信青接收革元接收到C 卡

斷屯信青，則將升芙斷升，控制措示盯熄夾。

59] 在本友明宴施例的貝休宴現中，所迷息域控制革元包括

60] 息域信青接收革元，用于接收息域信青友送革元友送的 E息域勻C 卡接口注

接或斷升的信青

6 1] 息域控制升芙，用于根据息域信青接收革元接收到的信青，將 E息域勻C 卡

接口注通或斷升。

62] 若需要在C C 2 青有效之后，C 卡上屯之前持壞一段吋同，則所迷裝置

江可以包括

63] 屯延吋革元，用于控 C C 2信青有效之后，屯源控制革元控制C 卡上

屯之前的持壞吋同。

64] 掠上所迷 ，本友明宴施例涉及一神喊少C 卡掀杯的方法及裝置，包括 她理器

革元役置C 卡注接器力斷屯狀杰井判斷C 青、C 2信青是否有效 若C



C 2 青有效，她理器革元控制C 卡上屯 C 卡力上屯狀杰之后，她理器革元

控制 E息域勻C 卡接口注通 之后，她理器革元村C 卡迸行坊河 若她理器

革元停止村C 卡的坊河 ，她理器革元控制 E息域勻C 卡接口斷升 E息域勻

C 卡接口斷升之后，她理器革元控制C 卡斷屯。 本友明在T e E

ode模式下，能夥防 C 卡的掀杯，八而增加C 卡的可靠性，延弋C 卡的荐命

，市的丁成本。

65] 以上所迷 ，仗力本友明較佳的貝休宴施方式，但本友明的保折范園井不局限于

此，任何熟悉本技水領域的技水人局在本友明揭露的技水范園內，可輕易想到

的奕化或替換 ，都匝涵孟在本友明的保折范園之內。 因此，本友明的保折范園

匝咳以杖利要求弔的保折范園力准。



杖利要求弔
1 1、一神喊少C 卡掀杯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方法包括

她理器革元判斷在位栓測C 青、C 2 青是否有效

若C C 2信青有效，她理器革元控制C 卡上屯 C 卡力上屯狀杰之后

，她理器革元控制 E息域勻C 卡接口注通 之后，她理器革元村C 卡迸

行坊河。

2 2、如杖利要求1所迷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所迷方法之前江包括

她理器革元役置C 卡注接器力斷屯狀杰。

3 3、如杖利要求1所迷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所迷她理器革元控制C 卡上

屯之前，所迷方法包括

若C C 2信青有效，她理器革元在延弋一段吋同后，控制C 卡上屯。

4 4、如杖利要求1或3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她理器草元控制C 卡

上屯的方法貝休包括

她理器革元向C 卡屯源控制升芙友送上屯信青 C 卡屯源控制升芙收到所

迷信青之后，C 卡屯源控制升芙岡合。

5 5、如杖利要求1所迷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迷她理器革元控制 E息域

勻C 卡接口注通的方法貝休包括

她理器革元向息域控制升芙友送注通信青 息域控制升芙收到所迷信青之

后，息域控制升芙岡合。

6 6、如杖利要求1所迷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迷方法江包括

若她理器革元停止村C 卡的坊河 ，她理器革元控制 E息域勻C 卡接口斷

升

E息域勻C 卡接口斷升之后，她理器革元控制C 卡斷屯。

7 7、一神喊少C 卡掀杯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迷方法包括

若她理器革元停止村C 卡的坊河 ，她理器革元控制 E息域勻C 卡接口斷

升

E息域勻C 卡接口斷升之后，她理器革元控制C 卡斷屯。

8、如杖利要求7所迷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迷她理器革元控制 E息域



勻C 卡接口斷升的方法貝休包括

她理器革元向息域控制升芙友送斷升信青 息域控制升芙收到所迷信青之

后，息域控制升芙斷升。

9] 9、如杖利要求7或8所迷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迷她理器革元控制C 卡

斷屯的方法貝休包括

她理器革元向C 卡屯源控制升芙友送斷屯信青 C 卡屯源控制升芙收到所

迷信青之后，C 卡屯源控制升芙斷升。

10] 10、一神喊少C 卡掀杯的裝置，所迷裝置包括她理器革元，其特征在于，

江包括

屯源控制革元，用于接收C 卡上屯的信青井迸行C 卡上屯的貝休操作

息域控制革元，用于接收 E息域勻C 卡接口的注接的信青井在C 卡上屯

后迸行 E息域勻C 卡接口的注接的貝休操作

在位信青拮果友送革元，用于在C C 2 青均有效情況下，友送C

C 2信青均有效的信息

控制革元，用于接收所迷在位信青拮果友送革元友送的信息，根据所迷信

息控制所迷屯源控制革元村C 卡上屯之后控制所迷息域控制革元迸行 E

息域勻C 卡接口的注接的操作。

1 1] 1 1、如杖利要求 10所迷的裝置，其特征在于，所迷控制革元包括

上屯信青友送革元，用于在接收到在位信青拮果友送革元友送的信息之后

，向屯源控制革元友送C 卡上屯的信青

上屯判斷革元，用于判斷C 卡是否上屯完成 肖C 卡上屯完成后，向息域

信青友送革元友送判斷拮果

息域信青友送革元，用于在接收到上屯判斷革元友送的判斷拮果之后，向

息域控制革元友送 E息域勻C 卡接口注接的信青。

12] 12、如杖利要求 10所迷的裝置，其特征在于，

所迷屯源控制革元包括

上屯信青接收革元，用于接收上屯信青友送革元友送的C 卡上屯的信青

屯源控制升芙，用于根据上屯信青接收革元接收到的信青，將升芙岡合。



13] 13、如杖利要求 10所迷的裝置，其特征在于，

所迷息域控制革元包括

息域信青接收革元，用于接收息域信青友送革元友送的 E息域勻C 卡接

口注接的信青

息域控制升芙，用于根据息域信青接收革元接收到的信青，將 E息域勻C

卡接口注通。

14] 14、如杖利要求 10至13任一碩所迷的裝置，其特征在于，所迷裝置江包括

措示革元，勻屯源控制革元相注，用于在所迷屯源控制革元的控制下，措

示C 卡的上屯狀杰。

15] 15、如杖利要求 10至13任一碩所迷的裝置，其特征在于，所迷裝置江包括

上屯延吋革元，勻屯源控制革元相注，用于控 C 、C 2 青有效之后

，屯源控制革元控制C 卡上屯之前的持壞吋同。

16] 16、一神喊少C 卡掀杯的裝置，所迷裝置包括她理器革元，其特征在于，

江包括

息域控制革元，用于接收 E息域勻C 卡接口的斷升的信青井迸行 E息域

勻C 卡接口的斷升的貝休操作

屯源控制革元，用于接收C 卡斷屯的信青井在 E息域勻C 卡接口的斷升

后迸行C 卡斷屯的貝休操作

控制革元，用于控制所迷息域控制革元抗行 E息域勻C 卡接口的斷升的

操作，之后控制所述屯源控制革元村C 卡斷屯的操作。

17] 17 、如杖利要求 16所迷的裝置，其特征在于，所迷控制革元包括

息域判斷革元，用于判斷 E息域勻C 卡接口是否斷升 肖 E息域勻C

卡接口斷升后，向上屯信青友送革元友送判斷拮果

上屯信青友送革元，用于在接收到息域判斷革元友送的判斷拮果之后，向

屯源控制革元友送斷屯的信青

息域信青友送革元，用于在她理器革元停止村C 卡的坊河之后，向息域控



制革元友送 E息域勻C 卡接口斷升的信青。

18] 18、如杖利要求 16所迷的裝置，其特征在于，

所迷屯源控制革元包括

上屯信青接收革元，用于接收上屯信青友送革元友送的C 卡斷屯的信青

屯源控制升芙，用于根据上屯信青接收革元接收到的信青，將升芙斷升。

19] 19 、如杖利要求 16所迷的裝置，其特征在于，

所迷息域控制革元包括

息域信青接收革元，用于接收息域信青友送革元友送的 E息域勻C 卡接

口斷升的信青

息域控制升芙，用于根据息域信青接收革元接收到的信青，將 E息域勻C

卡接口斷升。

20] 20、如杖利要求 16至19任一碩所迷的裝置，其特征在于，所迷裝置江包括

措示革元，勻屯源控制革元相注，用于在所迷屯源控制革元的控制下，措

示C 卡的斷屯狀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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