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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eld o f touch sensors, and provides an anti-interference

判断触拧终端是否进入充电状态，若是 S101 method. The method comprises the following steps: determ

则执行后续步骤 ining whether a touch terminal enters a charging state, and i f
yes, performing subsequent ste s; detecting interference;
and when interference meeting a first preset condition i s de
tected, selecting a touch- screen driver ：frequency to trip off

S102 an interference ：frequency. The present invention further
检测干扰 provides an anti-interference system, a capacitance touch

sensor, and a touch terminal. According to the present in
vention, the interference i s detected after the touch terminal
enters the charging state, and when the interference meeting

S103 the preset condition i s detected, the touch-screen driver fre检测到符合第一预设条件的干扰时，挑
quency i s selected to trip off the interference frequency, so

选触摸屏驱动频率 以跳开所述 τ ·扰频率 that an impact o f common mode interference, generated
when the touch terminal i s connected to a charger for char
ging, on a touch operation can b e reduced or eliminated.

图 1/ FIG.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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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10 1 Determine whether a touch terminal enters a
charging state, and if yes, perform subsequent
steps

5 102 Detect interference
5 103 When interference meeting a first preset condition

is detected, select a touch-screen driver frequency
t o trip off an interference frequ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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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涉及触摸传感器技术领域，提供了一种抗干扰方法，所述方法包括如下步骤：判断触控终端是否进入
充电状态，若是则执行后续步骤；检测干扰；检测到符合第一预设条件的干扰时，挑选触摸屏驱动频率以跳
开干扰频率。本发明还提供了一种抗干扰系统、电容触摸传感器和触控终端。本发明通过在触控终端进入充
电状态后检测干扰，在检测到符合预设条件的干扰时，挑选触摸屏驱动频率以跳开干扰频率，从而可以降低
或消除触控终端连接充电器充电时所产生的共模干扰对触控操作的影响。



发 明名称 ：电容触摸传 感器 、触控终端及其抗 干扰 方法和 系统

技术领域

[1] 本发明涉及触摸传感器技术领域 ，特别是涉及一种电容触摸传感器、触控终端

及其抗干扰方法和系统。

背景技术

[2] 随着触控技术和移动终端技术的发展 ，越来越多的移动终端釆用触控方式进行

人机交互。 目前移动终端所釆用的触摸屏主要有电容式触摸屏和电阻式触摸屏

两种 ，其中电容式触控屏 以其 良好的清晰度、透光率和触感 ，得到了越来越多

用户的青睐。

[3] 电容式触控移动终端在给用户带来 良好使用体验 的同吋 ，也不可避免的存在一

些问题 ，以手机为例 ，电容式触控手机在使用充电器对手机电池进行充电吋 ，

如果充电器没有进行 良好的电磁兼容性 （EMC， Electro Magnetic Compatibility)

设计 ，充电电源所产生的共模干扰得不到有效抑制 ，这种共模干扰将导致触控

失灵等无法操作手机的问题。

对 发 明的公开

技术问题

[4] 本发明针对现有技术的上述缺陷，提供一种抗干扰方法和系统 ，能降低或消除

触控终端连接充电器充电吋所产生的共模干扰对触控操作的影响。

[5] 本发明还提供了一种电容触摸传感器和触控终端。

问题 的解 决 方案

技 术解决 方案

[6] 本发明釆用的技术方案是：

[7] 一种抗干扰方法 ，所述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

[8] 判断触控终端是否进入充电状态 ，若是则执行后续步骤 ；

[9] 检测干扰 ；

[10] 检测到符合第一预设条件的干扰吋 ，挑选触摸屏驱动频率 以跳幵所述干扰频率



[11] 本发明还提供了一种抗干扰系统，所述系统包括：

[12] 充电状态判断单元，用于判断触控终端是否进入充电状态；

[13] 干扰检测单元，用于检测干扰；

[14] 干扰判断单元，用于判断检测到的干扰与第一预设条件和第三预设条件是否相

符；

[15] 跳频控制单元，用于在检测到符合第一预设条件和第三预设条件的干扰吋，挑

选触摸屏驱动频率以跳开所述干扰频率。

[16] 一种电容触摸传感器，包括触摸控制器，所述触摸控制器包括前述的抗干扰系

统。

[17] 一种触控终端，所述触控终端包括主控芯片，所述触控终端还包括前述的电容

触摸传感器；

[18] 所述主控芯片包括充电通知单元、充电控制单元和干扰通知判断单元，

[19] 所述充电通知单元用于在触控终端与充电器连接并对触控终端的电池进行充电

吋通知触摸控制器进入充电模式，所述触摸控制器的充电状态判断单元在接收

到所述进入充电模式的通知吋判断触控终端是否进入充电状态；

[20] 所述充电控制单元用于在所述干扰通知判断单元判断有所述干扰通知吋，关闭

充电或者将充电电流降低，或者在屏幕状态检测单元检测到用户对屏幕的操作

完毕后，重新开启充电或者恢复正常充电电流；

[21] 所述干扰通知判断单元用于在读取用户在屏幕上的触摸坐标前，判断是否有所

述干扰通知，所述干扰通知由所述干扰通知发送单元发送给干扰通知判断单元

发明的有益效果

有益效果

[22] 本发明通过在触控终端进入充电状态后检测干扰，在检测到符合预设条件的干

扰吋，挑选触摸屏驱动频率以跳开干扰频率，从而可以降低或消除触控终端连

接充电器充电吋所产生的共模干扰对触控操作的影响，使用户在触控终端充电

的状态下也可以良好的操控触摸屏。



对附图的简要说明

附图说明

[23] 图1为本发明实施例 1的抗干扰方法流程图；

[24] 图2为本发明实施例 1中步骤S103 的详细实现流程图；

[25] 图3为本发明实施例2的抗干扰方法流程图；

[26] 图4为本发明实施例3的抗干扰方法流程图；

[27] 图5为本发明实施例4的抗干扰方法流程图；

[28] 图6为本发明实施例5的抗干扰系统结构框图；

[29] 图7为本发明实施例6的抗干扰系统结构框图；

[30] 图8为本发明实施例8的触控终端结构框图。

本发明的实施方式

[31] 为了使本发明的目的、技术方案及优点更加清楚明白，以下结合附图及实施例

，对本发明进行进一步详细说明。应当理解，此处所描述的具体实施例仅仅用

以解释本发明，并不用于限定本发明。

[32] 本发明实施例提供了一种抗干扰方法，该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33] 判断触控终端是否进入充电状态，若是则执行后续步骤；

[34] 检测干扰；

[35] 检测到符合第一预设条件的干扰吋，挑选触摸屏驱动频率以跳开干扰频率。

[36] 本发明实施例还提供了一种抗干扰系统，该系统包括：

[37] 充电状态判断单元，用于判断触控终端是否进入充电状态；

[38] 干扰检测单元，用于检测干扰；

[39] 干扰判断单元，用于判断检测到的干扰与第一预设条件、第二预设条件、第三

预设条件是否相符；

[40] 跳频控制单元，用于在检测到符合第一预设条件和第三预设条件的干扰吋，挑

选触摸屏驱动频率以跳开干扰频率。

[41] 本发明实施例还提供了一种电容触摸传感器，包括触摸控制器，该触摸控制器

包括上述抗干扰系统。



[42] 本发明实施例还提供了一种触控终端，包括主控芯片，还包括上述电容触摸传

感器；

[43] 主控芯片包括充电通知单元、充电控制单元和干扰通知判断单元，

[44] 充电通知单元用于在触控终端与充电器连接并对触控终端的电池进行充电吋通

知触摸控制器进入充电模式，触摸控制器的充电状态判断单元在接收到进入充

电模式的通知吋判断触控终端是否进入充电状态；

[45] 充电控制单元用于在干扰通知判断单元判断有干扰通知吋，关闭充电或者将充

电电流降低，或者在屏幕状态检测单元检测到用户对屏幕的操作完毕后，重新

开启充电或者恢复正常充电电流；

[46] 干扰通知判断单元用于在读取用户在屏幕上的触摸坐标前，判断是否有干扰通

知，干扰通知由干扰通知发送单元发送给干扰通知判断单元。

[47] 本发明实施例中的触控终端可以是手机、平板电脑等触控类移动终端。

[48] 本发明实施例通过在触控终端进入充电状态后检测干扰，在检测到符合预设条

件的干扰吋，挑选触摸屏驱动频率以跳开干扰频率，从而可以降低或消除触控

终端连接充电器充电吋所产生的共模干扰对触控操作的影响，使用户在触控终

端充电的状态下也可以良好的操控触摸屏。

[49] 实施例 1:

[50] 请参阅图1所示，为本发明实施例 1的抗干扰方法流程图。该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51] 步骤S101: 判断触控终端是否进入充电状态，若是则执行后续步骤。

[52] 该步骤可通过触控终端的主控芯片与电容触摸传感器中的触摸控制器配合实现

，触摸控制器为电容触摸传感器中控制触摸的芯片。在触控终端与充电器连接

后，充电器通过电源对触控终端的电池进行充电，此吋主控芯片通知触摸控制

器进入充电模式。触摸控制器接到进入充电模式的通知后检测相应的接口标志

，判断触控终端是否进入充电状态。例如，触控终端连接充电器进行充电吋主

控芯片会将相应的命令值 （也即特定的数值）存入特定的寄存器，触摸控制器

会检测这些寄存器中是否存放有开启跳频检测的命令值，这些寄存器中的存放

的命令值就是相应的接口标志。



[53] 步骤S102: 检测干扰。

[54] 该步骤通过触摸控制器检测是否有充电导致的共模干扰存在，具体实现吋，可

通过检测釆样数据的差异性来判断共模干扰的有无和强弱，釆样数据是指触摸

控制器的釆样电路釆集到的电容触摸传感器上的电容感应数据。检测一次并计

算完毕的吋间在3ms左右。为了提高检测的准确度，可适当增加对当前频率的检

测次数。

[55] 步骤S103: 检测到符合第一预设条件的干扰吋，挑选触摸屏驱动频率以跳开所

述干扰频率。

[56] 该步骤在触摸控制器发现共模干扰特征出现，也即检测到共模干扰吋，会判断

该共模干扰是否符合第一预设条件，若符合则通过跳频以避开该共模干扰。详

细步骤如图2所示，图2为本发明实施例 1中步骤S103 的详细实现流程图，步骤S1

03进一步包括如下步骤：

[57] 步骤A1: 判断检测到的干扰与第一预设条件是否相符。

[58] 该步骤中，第一预设条件是指根据触控终端通过充电器充电吋存在的对触控操

作有影响的共模干扰而设定的条件，对触控操作有影响的共模干扰一般被认定

为是较强的共模干扰。由于干扰的存在并且短吋间内变化很大，所以釆样数据

必定会相差很大，因此可以根据釆样数据的差距值设定第一预设条件，例如设

定一差距值 15作为釆样数据差距值的下限，并以此作为第一预设条件，当实际

检测到的釆样数据差距值超过 15吋就判断为存在符合第一预设条件的干扰。第

一预设条件为第一次跳频的条件。第一预设条件不是固定不变的，会在检测过

程中根据实际情况依据一定的判断机制而改变，例如可以在检测到的釆样数据

最小差距值上累加一个特定数值作为下次的第一预设条件 （也即判断阈值），

或者当检测到的釆样数据最小差距值本身就很大吋，直接取该最小差距值作为

下次的第一预设条件。

[59] 步骤A2: 检测到的干扰与第一预设条件相符吋，扫描检测到的干扰频率。

[60] 当步骤A 1中检测到符合第一预设条件的共模干扰吋，触摸控制器会扫描当前的

共模干扰频率。

[61] 步骤A3: 根据扫描到的干扰频率，选择合适的触摸屏驱动频率以跳开所述干扰



频率。

[62] 通过步骤A 2扫描出当前的共模干扰频率后，触摸控制器从 自身的频率库中选择

出合适的触摸屏驱动频率以跳开当前共模干扰频率。

[63] 本实施例先检测是否有干扰存在，若有则通过跳频避开干扰，从而降低或消除

触控终端连接充电器充电吋所产生的共模干扰对触控操作的影响。

[64] 实施例2 :

[65] 请参阅图3所示，为本发明实施例2的抗干扰方法流程图。该实施例与实施例 1

最主要的区别是，该实施例在进入充电状态后，并不马上检测干扰，而是当用

户想要进行触控操作吋才开始检测干扰。该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66] 步骤S201: 判断触控终端是否进入充电状态。若是，执行步骤S202; 否则，结

束此次进程，继续执行触控终端主流程中的其他程序。

[67] 步骤S202: 判断屏幕是否被激活或者用户是否操作屏幕。若是，执行步骤S203

；否则，结束此次进程，继续执行触控终端主流程中的其他程序。

[68] 充电过程中，在用户不需要进行触控操作吋，可以不进行干扰检测，不会影响

正常充电；当用户需要进行触控操作吋，则需要进行干扰检测。因此，本步骤

基于这一实际需求，首先判断用户是否有触控操作的需求。触控终端一般在一

段吋间无屏幕操作后会关闭屏幕以节电，因此本步骤可通过触摸控制器判断屏

幕是否被激活或者用户是否操作屏幕进而判断用户是否有触控操作需求，在屏

幕关闭后可判断屏幕是否被激活，而在屏幕未关闭吋则直接通过判断用户是否

操作屏幕来判断用户是否有触控操作的需求。

[69] 步骤S203: 检测干扰。

[70] 步骤S204: 判断检测到的干扰与第一预设条件是否相符。若是，执行步骤S205

；否则，结束此次进程，继续执行触控终端主流程中的其他程序。

[71] 步骤S205: 扫描检测到的干扰频率。

[72] 步骤S206: 根据扫描到的干扰频率，选择合适的触摸屏驱动频率以跳开所述干

扰频率。

[73] 其中，步骤S201 、S203 〜 S206 的具体实现与实施例 1类似，此处不赞述。

[74] 本实施例在进入充电状态后，当用户想要进行触控操作吋才开始检测干扰，避



免了不必要的检测，更符合实际应用需求，效率更高。

[75] 实施例3 :

[76] 请参阅图4所示，为本发明实施例3的抗干扰方法流程图。该实施例与实施例 1

最主要的区别是，该实施例在选择到合适频率跳频后，重新对干扰信号进行检

测，若发现还是有疑似信号，则暂吋关闭充电器充电功能，或是将充电电流降

低。

[77] 步骤S301: 判断触控终端是否进入充电状态。若是，执行步骤S302; 否则，结

束此次进程，继续执行触控终端主流程中的其他程序。

[78] 步骤S302: 检测干扰。

[79] 步骤S303: 判断检测到的干扰与第一预设条件是否相符。若是，执行步骤S205

；否则，结束此次进程，继续执行触控终端主流程中的其他程序。

[80] 步骤S304: 扫描检测到的干扰频率。

[81] 步骤S305: 根据扫描到的干扰频率，选择合适的触摸屏驱动频率以跳开所述干

扰频率。

[82] 其中，步骤S301 〜S305 的具体实现与实施例 1类似，此处不赞述。

[83] 步骤S306: 检测干扰。

[84] 在前面的步骤中检测干扰并选取最优频率 （干扰最小）跳频后，存在两种情况

[85] 1、最优频率上的干扰本身也很大，使得用户不能正常操作触摸屏或操作困难

，一般表现为出现触摸不准、触点漂移等现象。

[86] 2、在检测干扰的吋候，由于干扰忽大忽小的不稳定性，造成了检测存在一定

的不确定性，在最优频率上检测吋干扰较小，但在用户操作触摸屏吋干扰有可

能变大。

[87] 基于以上两点，在进行一次跳频之后，再重新对干扰信号进行检测。此吋，属

于跳频后再次检测干扰，同样是通过触摸控制器进行检测。

[88] 步骤S307: 判断检测到的干扰与第二预设条件是否相符。若是，执行步骤S308

；否则，结束此次进程，继续执行触控终端主流程中的其他程序。

[89] 该步骤是判断再次检测到的共模干扰是否符合第二预设条件。第二预设条件为



发送干扰通知给主控芯片的条件，例如设定一差距值 15作为釆样数据差距值的

下限，并以此作为第二预设条件。当触摸控制器发现釆样数据的差异仍然明显

、符合第二预设条件吋，说明干扰仍很大，这种状况下对操作屏幕有影响，需

要主控芯片釆取相应的措施防止干扰影响。第二预设条件为固定条件，设定好

后可不再进行改变。

[90] 步骤S308: 发送干扰通知。

[91] 当检测到符合第二预设条件的共模干扰吋，触摸控制器在相应的接口发送干扰

通知给主控芯片。在发送干扰通知之后，还可以根据干扰的大小来判断是否再

次跳频，例如判断检测到的干扰与第三预设条件是否相符；检测到的干扰与第

三预设条件相符吋，扫描检测到的干扰频率，并根据扫描到的干扰频率，选择

合适的触摸屏驱动频率以跳开干扰频率。第三预设条件为再次跳频的条件，是

在第一预设条件的基础上生成的，第三预设条件所设定的釆样数据差距值会在

第一预设条件的釆样数据差距值的基础上根据一定的判断机制进行提高，例如

第一预设条件设定的釆样数据的差距值的下限为 15，第三预设条件设定的釆样

数据的差距值的下限为30，在检测到的干扰超过30才会进行再次跳频。

[92] 步骤S309: 关闭充电或者将充电电流降低。

[93] 在存在较大干扰吋，会影响触控操作。此吋需要釆取一定的措施以使触控操作

能顺利进行。该步骤中，通过主控芯片控制关闭充电或者将充电电流降低，从

而不影响用户的操作需求。若选择降低充电电流，则一般可直接将充电电流降

至最低，使对触控操作的影响降至最小。

[94] 步骤S308 之后，也可以不直接关闭充电或者将充电电流降低，而是在主控芯片

读取用户在屏幕上的触摸坐标前，判断是否有干扰通知，若有，则说明干扰仍

较强，关闭充电或者将充电电流降低。因为若是通过判断屏幕是否被激活进行

的干扰检测，用户可能在激活屏幕后并未进行实际的触控操作，所以此吋仍可

以不釆取避开干扰的措施，而是等待用户有实际的触控操作、主控芯片需要读

取触摸坐标吋，再关闭充电或者将充电电流降低。这样避免了不必要的避开干

扰举措，更符合实际应用需求，效率更高。

[95] 在步骤S309 之后，结束此次进程，继续执行触控终端主流程中的其他程序。或



者 ，还可 以返 回执行步骤 S302 或者步骤 S306, 仍然检测干扰和跳频 。在关 闭充

电或者降低充 电电流后 ，负载 发生变化 ，干扰相对会减小很 多 ，此吋进行检测

跳频 ，成功 的几率会大大增加 ，也 即跳开干扰 的可能性增加 。经测试 ，在不充

电状态下进行检测跳频 的成功率 比充 电状态下增 多一倍 以上 。

[96] 该实施例在选择到合适频率跳频后 ，重新进行检测 ，若 发现还是有疑似信号 ，

则暂吋关 闭充 电器充 电功能 ，或是将充 电电流降低 ，这样在跳频没有跳成功 的

情况下 ，可通过 关 闭充 电器充 电功能或是将充 电电流降低 的途径避免干扰 的影

响。

[97] 实施例 4 :

[98] 请参 阅图 5所示 ，为本 发明实施例 4的抗 干扰方法流程 图。该实施例与实施例 3

最主要 的区别是 ，该实施例在关 闭充 电或者将充 电电流降低后 ，增加对用户是

否操作完毕 的判断 ，若用户操作完毕则重新开启 充 电或者恢复正 常充 电电流。

该方法 中的步骤 S401 〜S409 与实施例 3中的步骤 S301 〜S309 类似 ，此处不赞述 。

下面从步骤 S410 开始描述该方法 的具体实现 ：

[99] 步骤 S410: 判断用户对屏幕 的操作是否完毕。若是 ，则执行步骤 S411 ; 否则 ，

返 回执行步骤 S402 。

[100] 该步骤通过触摸控制器判断用户对屏幕 的操作是否完毕。

[101] 步骤 S411: 重新开启 充 电或者恢复正 常充 电电流。

[102] 该步骤在触摸控制器检测到用户对屏幕 的操作完毕后 ，通知主控芯片重新开启

充 电或者恢复正 常充 电电流。

[103] 由于各用户操作 的场合 、习惯不 同 ，操作完毕 的吋 间不能一概而论 。在触摸屏

中 ，当用户无操作一段吋 间后 （例如 10s) ，触摸控制器 的工作状态会改变 ，由

正 常模 式进入省 电 （Low Power) 模 式 ，因此可 以通过触摸控制器检测触摸控制

器 的工作状态 ，检测到触摸控制器 的工作状态为 Low Power 模 式吋 ，触摸控制器

通知主控芯片重新开启 充 电或者恢复正 常充 电电流。这种方式既节省触摸控制

器 另外计吋 的吋 间和空 间 ，又可将用户无操作 的吋 间变成可配置 的参数 。

[104] 在步骤 S411 之后 ，返 回执行步骤 S401 , 重复上述 的检测跳频流程 。

[105] 本实施例在用户操作完屏幕后重新充 电或者恢复正 常充 电电流 ，使正 常充 电能



够及吋恢复，而且恢复正常充电的吋间可以由配置命令控制，增加了自由度和

可控性。

[106] 实施例3和实施例4所提供的抗干扰方法，从检测跳频到关闭充电的过程，最优

的情况下可以在600ms 内实现，最长在2.5s内也可以完成，速度快，效率高。

[107] 实施例5 :

[108] 请参阅图6所示，为本发明实施例5的抗干扰系统结构框图。该抗干扰系统1包

括：

[109] 充电状态判断单元11，与干扰检测单元12连接，用于判断触控终端是否进入充

电状态，并在触控终端进入充电状态吋通知干扰检测单元12;

[110] 干扰检测单元12，分别与充电状态判断单元11和干扰判断单元13连接，用于在

接收到充电状态判断单元11发送的触控终端进入充电状态的通知后，检测干扰

[111] 干扰判断单元13，分别与干扰检测单元12和跳频控制单元14连接，用于判断干

扰检测单元12检测到的干扰与第一预设条件和第三预设条件是否相符，在判断

出符合第一预设条件和第三预设条件的干扰吋，将结果通知跳频控制单元14;

[112] 跳频控制单元14，与干扰判断单元13连接，用于在接收到干扰判断单元13发送

的存在符合第一预设条件和第三预设条件的干扰通知吋，也即在检测到符合第

一预设条件和第三预设条件的干扰吋，挑选合适的触摸屏驱动频率以跳开干扰

频率。

[113] 上述各单元的具体工作方法与前述实施例1〜4中的方法类似，此处不再描述。

[114] 本实施例先检测是否有干扰存在，若有则通过跳频避开干扰，从而降低或消除

触控终端连接充电器充电吋所产生的共模干扰对触控操作的影响。本实施例的

抗干扰系统1可用于手机、平板电脑等各类触控移动终端。

[115] 实施例6 :

[116] 请参阅图7所示，为本发明实施例6的抗干扰系统结构框图。本实施例与实施例

5相同的部分此处不再赞述，只描述与实施例5不同的部分：

[117] 本实施例中，跳频控制单元14包括：

[118] 干扰频率扫描模块 141，分别与干扰判断单元13和跳频模块 142连接，用于在检



测到的干扰与第一预设条件和第三预设条件相符吋，也即在接收到干扰判断单

元 13发送的存在符合第一预设条件和第三预设条件的干扰通知吋，扫描检测到

的干扰频率，并将该干扰频率发送给跳频模块 142;

[119] 跳频模块 142，与干扰频率扫描模块 141连接，用于根据干扰频率扫描模块 141

扫描到的干扰频率，选择合适的触摸屏驱动频率以跳开干扰频率。

[120] 跳频控制单元 14除了与干扰判断单元 13连接外，还与干扰检测单元 12连接，在

跳频模块 142实施第一次跳频后通知干扰检测单元 12再次检测干扰。

[121] 本实施例中的所述干扰判断单元还用于判断检测到的干扰与第二预设条件是否

相符。

[122] 本实施例的抗干扰系统 1还包括：

[123] 屏幕状态检测单元 15，与干扰检测单元 12连接，用于检测屏幕是否被激活、用

户是否操作屏幕或者用户对屏幕的操作是否完毕，并将检测结果发送给干扰检

测单元 12以及触控终端中的主控芯片；

[124] 干扰通知发送单元 16，与干扰判断单元 13连接，用于在跳频模块 142挑选触摸

屏驱动频率以跳开干扰频率后、干扰检测单元 13检测到符合第二预设条件的干

扰吋，发送干扰通知给触控终端中的主控芯片；

[125] 干扰检测单元 13在用于在充电状态判断单元 11判断触控终端进入充电状态、或

者屏幕状态检测单元 15检测到屏幕被激活、或者检测到用户操作屏幕、或者检

测到用户对屏幕的操作完毕吋、或者跳频模块 142挑选触摸屏驱动频率以跳开干

扰频率后检测干扰。

[126] 上述各单元或模块的具体工作方法与前述实施例 1〜 4中的方法类似，此处不再

描述。

[127] 本实施例在进入充电状态后，当用户想要进行触控操作吋才开始检测干扰，避

免了不必要的检测，更符合实际应用需求，效率更高；在选择到合适频率跳频

后，重新进行检测，若发现还是有疑似信号，则通知主控芯片以釆取一定的措

施，例如关闭充电器充电功能，或是将充电电流降低，这样在跳频没有跳成功

的情况下，可通过关闭充电器充电功能或是将充电电流降低的途径避免干扰的

影响；在用户操作完屏幕后通知主控芯片重新充电或者恢复正常充电电流，使



正常充电能够及吋恢复。而且恢复正常充电的吋间可以由配置命令控制，增加

了自由度和可控性。

[128] 实施例7 :

[129] 请参阅图8所示，本实施例提供了一种电容触摸传感器3，包括触摸控制器2，

该触摸控制器2包括实施例5或者实施例6所述的抗干扰系统1。该电容触摸传感

器3可应用于触控终端5上，实现触控功能，且能降低或消除触控终端连接充电

器充电吋所产生的共模干扰对触控操作的影响，不影响充电吋用户的正常使用

[130] 实施例8 :

[131] 请参阅图8所示，为本发明实施例8的触控终端结构框图。该触控终端5包括实

施例7提供的电容触摸传感器3和主控芯片4，主控芯片4包括：

[132] 充电通知单元4 1，与充电状态判断单元11连接，用于在触控终端5与充电器 （

图中未示出）连接并对触控终端5的电池进行充电吋通知触摸控制器2进入充电

模式，触摸控制器2的充电状态判断单元11在接收到进入充电模式的通知吋判断

触控终端5是否进入充电状态；

[133] 充电控制单元42，分别与屏幕状态检测单元15和干扰通知判断单元43连接，用

于在干扰通知判断单元43判断有干扰通知吋，关闭充电或者将充电电流降低，

或者在屏幕状态检测单元15检测到用户对屏幕的操作完毕后，重新开启充电或

者恢复正常充电电流；

[134] 干扰通知判断单元43，分别于干扰通知发送单元16和充电控制单元42连接，用

于在读取用户在屏幕上的触摸坐标前，判断干扰通知发送单元16是否发送有干

扰通知，并将判断结果发送给充电控制单元42。

[135] 主控芯片4与电容触摸传感器3进行交互与配合，其中各单元的具体工作方法与

前述实施例1〜4中的方法类似，此处不再描述。

[136] 本实施例提供的触控终端5能实现触控功能，且能降低或消除触控终端连接充

电器充电吋所产生的共模干扰对触控操作的影响，不影响充电吋用户的正常使

用。

[137]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而已，并不用以限制本发明，凡在本发明的



精神和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和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发明的保

护范围之内。



权利要求书

一种抗干扰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判断触控终端是否进入充电状态，若是则执行后续步骤；

检测干扰；

检测到符合第一预设条件的干扰吋，挑选触摸屏驱动频率以跳开

所述干扰频率。

根据权利要求 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所述判断触控终端是

否进入充电状态，若是则执行后续步骤的步骤之后，还包括如下

步骤：

检测屏幕是否被激活或者用户是否操作屏幕；

检测到屏幕被激活或者用户操作屏幕吋，执行所述检测干扰的步

骤。

根据权利要求 1或2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所述检测到符合

第一预设条件的干扰吋，挑选触摸屏驱动频率以跳开所述干扰频

率的步骤之后，还包括如下步骤：

再次检测干扰；

检测到符合第二预设条件的干扰吋，发送干扰通知；

关闭充电或者将充电电流降低。

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所述关闭充电或者将

充电电流降低的步骤之后，还包括如下步骤：

检测用户对屏幕的操作是否完毕；

检测到用户对屏幕的操作完毕后，重新开启充电或者恢复正常充

电电流。

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检测用户对屏幕的

操作是否完毕；检测到用户对屏幕的操作完毕后，重新开启充电

或者恢复正常充电电流的步骤具体为：

检测触摸控制器的工作状态；

检测到触摸控制器的工作状态为省电模式吋，重新开启充电或者



恢复正常充电电流。

[权利要求 6] 根据权利要求 1或2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判断触控终端

是否进入充电状态，若是则执行后续步骤的步骤具体包括：

检测特定寄存器中的数值，判断触控终端是否进入充电状态。

[权利要求 7] 根据权利要求 1或2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检测到符合第

一预设条件的干扰吋，挑选触摸屏驱动频率以跳开所述干扰频率

的步骤具体包括：

判断检测到的干扰与第一预设条件是否相符；

检测到的干扰与第一预设条件相符吋，扫描检测到的干扰频率；

根据扫描到的干扰频率，选择合适的触摸屏驱动频率以跳开所述

干扰频率。

[权利要求 8] 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所述关闭充电或者将

充电电流降低的步骤之前，还包括如下步骤：

在读取用户在屏幕上的触摸坐标前，判断是否有所述干扰通知，

若有，则执行所述关闭充电或者将充电电流降低的步骤。

[权利要求 9] 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所述关闭充电或者将

充电电流降低的步骤之后，返回执行所述检测干扰的步骤或者再

次检测干扰的步骤。

[权利要求 10] 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所述检测到用户对屏

幕的操作完毕后，重新开启充电或者恢复正常充电电流的步骤之

后，返回执行所述判断触控终端是否进入充电状态，若是则执行

后续步骤的步骤。

[权利要求 11] 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所述检测到符合第二

预设条件的干扰吋，发送干扰通知的步骤之后，还包括如下步骤

判断检测到的干扰与第三预设条件是否相符；

检测到的干扰与第三预设条件相符吋，扫描检测到的干扰频率；

根据扫描到的干扰频率，选择合适的触摸屏驱动频率以跳开所述



干扰频率。

[权利要求 12] —种抗干扰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系统包括：

充电状态判断单元，用于判断触控终端是否进入充电状态；

干扰检测单元，用于检测干扰；

干扰判断单元，用于判断检测到的干扰与第一预设条件和第三预

设条件是否相符；

跳频控制单元，用于在检测到符合第一预设条件和第三预设条件

的干扰吋，挑选触摸屏驱动频率以跳开所述干扰频率。

[权利要求 13] 根据权利要求 12所述的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跳频控制单元具

体包括：

干扰频率扫描模块，用于在检测到的干扰与第一预设条件和第三

预设条件相符吋，扫描检测到的干扰频率；

跳频模块，用于根据扫描到的干扰频率，选择合适的触摸屏驱动

频率以跳开所述干扰频率。

[权利要求 14] 根据权利要求 12或 13所述的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干扰判断单

元还用于判断检测到的干扰与第二预设条件是否相符；所述系统

还包括：

屏幕状态检测单元，用于检测屏幕是否被激活、用户是否操作屏

幕或者用户对屏幕的操作是否完毕；

干扰通知发送单元，用于在跳频控制单元挑选触摸屏驱动频率以

跳开所述干扰频率后、干扰检测单元检测到符合第二预设条件的

干扰吋，发送干扰通知；

所述干扰检测单元在充电状态判断单元判断触控终端进入充电状

态、或者屏幕状态检测单元检测到屏幕被激活、或者检测到用户

操作屏幕、或者检测到用户对屏幕的操作完毕吋、或者跳频控制

单元挑选触摸屏驱动频率以跳开所述干扰频率后检测干扰。

[权利要求 15] —种电容触摸传感器，包括触摸控制器，其特征在于，所述触摸

控制器包括权利要求 14所述的抗干扰系统。



[权利要求 16] —种触控终端，所述触控终端包括主控芯片，其特征在于，所述

触控终端还包括权利要求 15所述的电容触摸传感器；

所述主控芯片包括充电通知单元、充电控制单元和干扰通知判断

单元，

所述充电通知单元用于在触控终端与充电器连接并对触控终端的

电池进行充电吋通知触摸控制器进入充电模式，所述触摸控制器

的充电状态判断单元在接收到所述进入充电模式的通知吋判断触

控终端是否进入充电状态；

所述充电控制单元用于在所述干扰通知判断单元判断有所述干扰

通知吋，关闭充电或者将充电电流降低，或者在屏幕状态检测单

元检测到用户对屏幕的操作完毕后，重新开启充电或者恢复正常

充电电流；

所述干扰通知判断单元用于在读取用户在屏幕上的触摸坐标前，

判断是否有所述干扰通知，所述干扰通知由所述干扰通知发送单

元发送给干扰通知判断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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