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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容式传感器垫与RF发射机位于同处(例

如，重叠)，而不导致天线性能的显著降级。在一

个实现中，调整电容式传感器垫中的每平方电阻

可提供高效传感器垫范围和性能，同时提供使得

电容式传感器垫对于射频波足够透明以提供极

好的天线效率，即使电容式传感器垫和天线位于

同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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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电子设备包括：

配置用于检测所述设备外的主体的邻近度的电容式传感器垫，所述电容式传感器垫对

于射频波透明并具有在40000欧姆/平方米到120000欧姆/平方米的范围内的电阻率；以及

与所述电容式传感器垫重叠并被配置来通过所述电容式传感器垫发射射频波的射频

天线。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电子设备，其特征在于，还包括：

从所述电容式传感器垫延伸到天线体之外的导电迹线；以及

所述导电迹线中的一个或多个分割电阻，所述分割电阻被配置来将所述导电迹线内的

信号共振移到所述射频天线的工作频带之外。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电子设备，其特征在于，还包括：

从所述电容式传感器垫延伸到天线体之外并覆盖所述射频天线的一部分的导电迹线；

以及

在所述天线体内的所述导电迹线中一个或多个分割电阻，所述分割电阻被配置来将所

述导电迹线内的信号共振移到所述射频天线的工作频带之外。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电子设备，其特征在于，还包括：

从所述电容式传感器垫延伸到天线体之外并覆盖所述射频天线的一部分的导电迹线；

以及

在所述天线体外的所述导电迹线内的阻噪电阻。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电子设备，其特征在于，还包括：

耦合到所述射频天线的射频发射机；以及

耦合到所述电容式传感器垫和所述射频发射机并被配置成在所述电容式传感器垫展

示电容的改变时调节所述射频发射机的传输功率的传输功率控制器。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电子设备，其特征在于，还包括：

耦合到所述射频天线的射频发射机；以及

耦合到所述电容式传感器垫和所述射频发射机并被配置成在所述电容式传感器垫展

示不再满足阈值功率改变条件的电容的改变时增加所述射频发射机的传输功率的传输功

率控制器。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电子设备，其特征在于，还包括：

耦合到所述射频天线的射频发射机；以及

传输功率控制器，所述传输功率控制器耦合到所述电容式传感器垫和所述射频发射机

并被配置来在所述电容式传感器垫展示满足阈值功率改变条件的电容的改变时降低所述

射频发射机的传输功率。

8.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电子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电容式传感器垫被直接固定到所述

射频天线。

9.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电子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电容式传感器垫覆盖所述射频天线

并与所述射频天线隔开不超过3mm。

10.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电子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电容式传感器垫覆盖所述射频天

线并在所述射频天线的表面尺寸内。

11.一种构建电容式传感器垫的方法，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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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电容式传感器垫，所述电容式传感器垫与射频天线重叠，所述电容式传感器垫对

于射频波透明并具有在40000欧姆/平方米到120000欧姆/平方米的范围内的电阻率，其中

所述射频天线被定位成通过所述电容式传感器垫发射射频波，且所述电容式传感器垫被配

置来检测导电体的邻近度。

12.一种电子设备包括：

配置用于检测所述电子设备外的主体的邻近度的电容式传感器垫，所述电容式传感器

垫对于射频波透明并具有在40000欧姆/平方米到120000欧姆/平方米的范围内的电阻率；

邻近所述电容式传感器垫的电介质的第一表面；以及

邻近平面天线的电介质的第二表面，所述平面天线与所述电容式传感器垫重叠并被配

置来通过所述电容式传感器垫发射射频信号。

13.如权利要求12所述的电子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电容式传感器垫是第一传感器

垫，所述电子设备还包括：

放置成基本上垂直于所述第一传感器垫的第二传感器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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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频波透明电容式传感器垫

[0001] 背景

[0002] 现代电子设备通常采用高频无线电通信，特别是移动设备。由于人类组织可在该

组织被置于接近发射天线时被强无线电波负面地影响(例如，加热)，各政府机构和工业实

体已经建立标准来限制被发射到人类组织中的射频(RF)功率。例如，专用吸收比率(SAR)测

试测量发射到位于邻近RF发射机的人类组织中的RF功率。满足这样的SAR标准的一种方法

包括当主体(例如，人体部位)被检测到邻近RF发射机时降低RF传输功率。然而，将邻近度传

感器和电路系统与移动设备的受限操作区域(real  estate)内的无线电通信组件和计算组

件集成随着移动设备持续发展(例如，缩小，添加功能性等)而越来越受到挑战。

[0003] 概述

[0004] 此处所描述和请求保护的各实现通过提供可与RF发射机位于同处(例如，重叠)的

电容式传感器垫来解决前述的问题，而不导致天线性能的显著降级。在一个实现中，调整电

容式传感器垫的每平方电阻可提供高效传感器垫范围和性能，同时提供使得电容式传感器

垫对于射频波足够透明以提供极好的天线效率，即使电容式传感器垫和天线位于同处。

[0005] 提供本概述以便以简化的形式介绍以下在详细描述中进一步描述的一些概念。本

发明内容并不旨在标识所要求保护主题的关键特征或必要特征，也不旨在用于限制所要求

保护主题的范围。

[0006] 此处还描述和列举了其他实现。

附图说明

[0007] 图1示出了响应于检测到主体或对象邻近与发射机位于同处的电容式传感器而提

供对所发射的载波的动态功率调节的示例电子设备。

[0008] 图2示出了具有与RF发射天线位于同处的电容式传感器垫的示例无线传输系统。

[0009] 图3示出了具有与RF发射天线位于同处的电容式传感器的天线体。

[0010] 图4示出了具有与RF发射天线位于同处的电容式传感器垫以及被分割的共振导体

迹线的天线体。

[0011] 图5示出了具有与RF发射天线位于同处的电容式传感器以及与RF发射天线重叠的

被分割的共振导体的天线体。

[0012] 图6示出了具有与RF发射天线位于同处的电容式传感器以及与RF发射天线重叠的

被分割的共振导体和阻噪片式电阻的天线体。

[0013] 图7示出了电容式传感器垫范围/区域和传感器电阻之间的示例关系。

[0014] 图8示出了传感器和天线效率相对于传感器电阻的示例关系。

[0015] 图9示出了使用与RF发射天线位于同处的电容式传感器垫来对所发射的载波进行

动态功率调节的示例操作。

[0016] 图10示出了检测发射天线的邻近度的3传感器垫实现。

[0017] 详细描述

[0018] 在某些管辖区域中，专用吸收比率(SAR)标准对电子设备制造商施加最大能量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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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限制。这些标准对可在处于发射射频(RF)天线的给定距离内的任何特定点处发射的电磁

辐射的量施加限制。对在距设备几厘米内的距离(例如，0－3厘米，用户可能将人体部分置

于靠近发射天线)处的辐射限制给予了特别关注。这样的限制可通过在主体(例如，人体部

位)被检测到邻近发射机时降低所发射的载波信号强度来满足。

[0019] 所揭示的技术的各实现提供一种电子设备，该电子设备响应于在与RF发射机位于

同处的电容式传感器垫处所检测到的AC电压波形的改变而动态地改变所发射的载波的功

率。在电容式传感器垫处所检测到的AC电压波形的改变指示主体(例如，人体部位)到该电

容式传感器垫的邻近度。以此方式，所检测的主体的邻近度可被用来动态地调整RF传输功

率以实现遵循SAR标准，而不显著地危害电子设备的通信性能。

[0020] 图1示出了响应于检测到主体或对象(在此统称“主体”)邻近与发射机位于同处的

电容传感器而提供对所发射的载波的动态功率调节的示例电子设备100。电子设备100可以

是，平板计算机、膝上计算机、移动电话、个人数字助理、蜂窝电话、智能电话、蓝光播放器、

游戏系统、或包括用于RF载波的发射的无线通信电路任何其它设备，而无限制。在所示实现

中，区域101表示显示面板。电子设备100包括发射载波的RF发射器102(包括发射天线)。在

一个实施例中，载波具有移动电话RF传输的范围中的频率(例如，几百兆赫(MHz))。还构想

了其他实现。在所示的实现中，电子设备100表示具有移动电话RF能力的平板计算机。

[0021] 电子设备100还包括与RF发射机102位于同处的电容式传感器垫104，其能够检测

电子设备100外部的主体(例如，人体部位108)的邻近度。由于电容式邻近度检测可基于介

电材料在检测器的范围内的存在，电容式传感器垫104有利地检测具有中等传导性的主体

(诸如例如，人手)的邻近度。位于同处指电容式传感器垫104和RF发射机102之间的重叠放

置，而不管它们直接接触还是它们之间具有薄绝缘或非绝缘屏障。提供了各种附图来指示

而不是限制位于同处的组件的示例。

[0022] 电容式传感器垫104在与典型的电容式传感器垫相比时具有增加的每平方电阻，

这可提供有效的传感器垫范围和性能，同时提供使得电容式传感器垫对射频波足够透明以

提供极好的天线效率，尽管电容式传感器垫和天线位于同处。在一个实现中，40－120k欧

姆/每平方的范围是有效的。

[0023] 在一个实现中，电容式传感器垫104被馈送AC电压波形，诸如方形波形。电容是两

个导电表面之间存在的属性，并且电容随着两个表面之间距离减少而增加。在一个配置中，

电容式传感器垫104用作第一导电表面而处在距离电容式传感器垫104电容式耦合距离110

内的人体部位用作第二导电表面。两个导电表面之间的距离改变改变电容，导致在电容式

传感器垫104处的可察觉的AC电压波形改变并指示电容式传感器垫104和人体部位之间的

邻近度的改变。例如，归因于人体部位和电容式传感器垫104之间的空隙的闭合的电容的增

加可引入输入振荡波形的上升沿和下降沿的延迟，其可被测量作为对主体的邻近度的指

示。

[0024] 通过设定在自由空间中测量的基线电容(例如，基于缺乏邻近电容式传感器垫104

的人体部位)，并将该基线电容与基线波形(其可接近于方波)相关联，在电容式传感器垫

104处的波形的改变(例如，更慢的上升或下降时间)可被检测。这些改变指示在电容式传感

器垫104处的“电容增量”。电容式传感器垫104被连接到传输功率控制器106，传输功率控制

器106提供电容式传感器垫104和RF发射机102之间的电子反馈路径。如果电容增量超过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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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阈值，则传输功率控制器106可确定主体(诸如人手)邻近电容式传感器垫104并因此邻

近位于同处的RF发射机102。此外，传输功率控制器106包括控制电路以响应于由电容式传

感器垫104检测到的电容增量，来改变RF发射器102的行为(例如，输出功率级别，输出波频

率等)。因此，如果传输功率控制器106确定主体邻近RF发射机102，则传输功率控制器器106

可发信号给RF发射机102以减少其传输功率以致力于符合SAR标准。

[0025] 在改变RF发射机102的行为之后，传输功率控制器106继续监视电容式传感器垫

104接收到的波形。如果主体开始移离电容式传感器垫104，则耦合在电容式传感器垫104和

主体之间的电容朝着基线电容改变，如在电容式传感器垫104处的波形所指示的。

[0026] 不同类型的波形和概念可结合电容式传感器垫104来被使用。例如，如上面所描述

的，波形可以是具有可变上升和下降时间的方波，这些可变上升和下降时间随着有效电容

并因此随着邻近主体的邻近度而变化。替换地，正弦波可被施加到电容式传感器垫104。正

弦波的频率可取决于有效电容并因此取决于邻近主体的邻近度而变化。锁相环或其它时序

电路可被用来测量正弦波的频率，来进而确定主体或对象的邻近度。任何类型的波形可被

使用，包括正弦波、方波、锯齿形波、或正弦波的组合的波。

[0027] 图2示出了具有与RF发射天线204位于同处的电容式传感器垫212的示例无线传输

系统200。无线传输系统200包括生成载波(诸如移动电话RF信号)的RF发射机202。RF发射机

202被耦合到无线地发射载波的RF发射天线204。发射天线204可被嵌入在电子设备的表面

内、置于电子设备的表面之下、或位于电子设备的表面上。还可以采用其他实现。

[0028] 无线传输系统200包括耦合到传输功率控制器206的电容式传感器垫212。向电容

式传感器垫212供给来自AC电压源211的AC信号波形以检测主体的邻近度。(AC电压源211和

传输功率控制器206可以是集成组件，其具有到电容式传感器垫212的集成连接。)人体的组

织包括导电的电解液和水分子，其展示非零导电性。AC信号波形在电容式传感器垫212处创

建电场。随着主体208(诸如人手指)接近电容式传感器垫212，主体208与电场交互。电容式

传感器垫212和主体208之间的空隙x减少，从而增加在电容式传感器垫212处的电容增量。

如果电容增量由AC信号波形中的改变(例如，AC信号波形的幅度、频率、或上升/下降时间)

来表示。改变后的AC信号波形被提供到传输功率控制器206，其针对将指示主体的邻近度的

电容增量评估AC信号波形。如果这样的邻近度被检测到，则传输功率控制器206提供到RF发

射机202的电子反馈路径，从而允许动态地改变RF发射机202的行为(例如，传输功率)以减

少由载波信号强度引起的人类健康风险。RF发射机202的这个行为改变可以通过多种方式

来实现，诸如通过数字逻辑控制线或通过数字通信接口总线的通信信号。

[0029] 当主体开始移离发射天线204时，耦合在电容式传感器垫212和主体之间的电容减

少。在电容式传感器垫212处的电容减少，且AC信号波形开始返回到基线。如果在电容式传

感器垫212处的电容增量回落到低于阈值功率改变条件，则传输功率控制器206将RF发射机

202的传输功率增加到初始传输功率水平。

[0030] 该传输功率控制器206可存储多个或某范围的不同阈值功率改变条件或对其具有

访问权。取决于特定阈值功率改变条件被满足，传输功率控制器206可不同地修改RF发射机

202的行为。例如，取决于在电容式传感器垫212处的电容增量，传输功率控制器206可能能

够将RF发射机202的传输功率增加或减小各种不同量级。

[0031] 电容式传感器垫212与发射天线204位于同处，相隔距离y，该距离y可以是零或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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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例如，0－3毫米)。例如，电容式传感器垫212可被直接放置在发射天线204上。替换地，非

导电层可被置于电容式传感器垫212和发射天线204之间。

[0032] 图3示出了具有与RF发射天线304位于同处的电容式传感器垫302的天线体300。电

容式传感器垫302覆盖RF发射天线304并在RF发射天线304的表面尺寸(areal  dimension)

内。在天线体300内，导电迹线306从电容式传感器垫302延伸到SAR电路(例如，传输功率控

制器)以监视在电容式传感器垫302处的电容改变。在一个实现中，RF发射天线304被固定在

非导电支撑结构(例如，由塑料制成)中。在另一实现中，电容式传感器垫302和RF发射天线

304可被构造成多层可弯曲印刷电路(FPC)，其中电容式传感器垫302在FPC的一侧上，面对

天线体300所属的电子设备的外部，而RF发射天线304是位于比电容式传感器垫302更内部

的各层中的一个层。在又一个实现中，RF发射天线304可以(例如，使用激光直接成型(LDS)

过程)被印刷在前者上，其中电容式传感器垫302与RF发射天线304位于同处，朝向电子设备

的外部。可采用其它实现。

[0033] 在一个实现中，电容式传感器垫302是微波透明的，由带有嵌入的安排在10到40微

米厚的片上的碳的丝印(screened-on)聚脂材料制成，尽管可以采用其它材料和直径。40k

欧姆到500k欧姆/每平方电阻率的范围可在特定实现中被采用，尽管特定范围可被用于特

定配置。电容式传感器垫302的材料可作为导电膜、导电黏合剂、以及被喷涂、溅射、或以其

它方式应用的材料来应用。

[0034] 图4示出了具有与RF发射天线404位于同处的电容式传感器垫402以及被分割的共

振导体迹线406的天线体400。在天线体400内，被分割的共振导电迹线406从电容式传感器

垫402延伸到SAR电路(例如，传输功率控制器)以监视在电容式传感器垫402处的电容改变。

没有分割，被分割的共振导电迹线406可形成RF共振器，其将共振引入RF发射天线404的工

作频带并有损天线性能。因此，通过(例如，通过一个或多个电阻器408的引入)分割被分割

的共振导电迹线406，导电迹线引起的共振可被移出RF发射天线404的工作频带。示例分割

电阻值可包括10K欧姆片式电阻，尽管其它电阻类型和值可被采用。

[0035] 分割导电迹线406在高值电阻孤立出的迹线中创建更短的导电共振器。每个更短

的金属段被设计来以与RF发射天线404的工作频带不同(例如，更高)频率共振。多个这样的

电阻可被采用来创建两个以上的迹线段。

[0036] 图5示出了具有与RF发射天线504位于同处的电容式传感器垫502以及与RF发射天

线504重叠的被分割的共振导体506的天线体500。在天线体500内，被分割的共振导电迹线

506从电容式传感器垫502延伸到SAR电路(例如，传输功率控制器)以监视在电容式传感器

垫502处的电容改变。这样的配置可引入导电迹线506和RF发射天线504之间严重的耦合。

[0037] 没有分割，被分割的共振导电迹线506可形成RF共振器，其将共振引入RF发射天线

504的工作频带并有损天线性能。此外，与关于图4讨论的配置相反，RF发射天线504向右延

伸更远，进一步加剧了有关RF发射天线504的工作频带中的RF共振(例如，由覆盖在RF发射

天线504上的被分割的共振导体506引起)的潜在问题。因此，通过(例如，通过一个或多个电

阻器508的引入)分割被分割的共振导电迹线506，导电迹线引起的共振可被移出RF发射天

线504的工作频带。

[0038] 图6示出了具有与RF发射天线604位于同处的电容式传感器垫602以及与RF发射天

线604重叠的被分割的共振导体606和阻噪片式电阻610的天线体600。在天线体600内，被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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割的共振导电迹线606从电容式传感器垫602延伸到SAR电路(例如，传输功率控制器)以监

视在电容式传感器垫602处的电容改变。

[0039] 没有分割，被分割的共振导电迹线606可形成RF共振器，其将共振引入RF发射天线

604的工作频带并有损天线性能。此外，与关于图4讨论的配置相反，RF发射天线604向右延

伸更远，进一步加剧了有关RF发射天线604的工作频带中的RF共振(例如，由覆盖在RF发射

天线606上的被分割的共振导体604引起)的潜在问题。因此，通过(例如，通过一个或多个电

阻器608的引入)分割被分割的共振导电迹线606，导电迹线引起的共振可被移出RF发射天

线604的工作频带。

[0040] 此外，来自SAR电路的被分割的导电迹线606可能是吵杂的。结果，图6在天线体外

引入阻噪片式电阻610来阻挡来自SAR电路和导电迹线的噪声。示例阻噪片式电阻610可包

括0201或0402尺寸的10k欧姆片上电阻，尽管其它电阻性元件可被采用。阻噪片式电阻610

阻挡导电迹线606上的噪声使其不能到达RF发射天线604。

[0041] 图7示出了电容式传感器垫范围/区域(Y轴)和传感器电阻(X轴)之间的示例关系

700。标绘712指示电容式传感器垫与其电阻率有关的性能。虚线区域702一般表示具有将材

料分类为好“导体”的电阻的材料的范围。虚线区域704一般表示具有将材料分类为好“绝缘

体”的电阻的材料的范围。虚线框706表示被发现对在电容式传感器垫中的电容性邻近度传

感工作良好的电阻的范围。虚线框708表示被发现为相对RF透明的电阻的范围。因此，来自

框706到708的重叠区域指示虚线区域710(通常表示具有将材料分类为对传感邻近度足够

有效而保持对射频波透明的电阻的材料的范围)。

[0042] 图8示出了传感器和天线效率相对于传感器电阻的示例关系800。区域802指示电

阻率范围，其中传感器效率和天线效率在该相同电阻率范围内(例如，40k欧姆/平方到120k

欧姆/平方)一般地处在接近它们的最大值处，但是在这个范围之外可实现可接受的操作结

果，如由高于120k欧姆/平方时传感器效率相对较缓的下降所示。

[0043] 图9示出了使用与RF发射天线位于同处的电容式传感器垫来对所发射的载波进行

动态功率调节的示例操作900。构造操作902将电子设备中的电阻式电容式传感器垫与RF发

射天线置于同处。传输操作902通过电阻式电容式传感器垫发射RF载波，诸如移动电话RF信

号。检测操作904基于由电阻式电容式垫感测到的电容的改变来检测主体的邻近度。

[0044] 确定操作908确定在电容式传感器垫处所检测到的电容的改变是否满足至少一个

阈值功率改变条件。阈值功率改变条件可被存储在可由无线传输系统的RF功率检测器访问

的存储器位置中。

[0045] 如果在电容式传感器垫处所检测到的电容的改变满足阈值功率改变条件，则附加

的分析可被执行以确定合适的响应行动。基于这个分析，响应行动可被标识并实现。

[0046] 如果确定操作908确定在电容式传感器垫处的电容的改变满足至少一个阈值功率

改变条件，则调节操作910调节所发射的RF载波的功率。功率调节的程度可取决于所检测到

的电容式传感器垫处的电容改变的幅度。在调节操作910调节了所发射的RF载波功率之后，

等待操作912被采取，直至在电容式传感器垫处的电容的另一个改变被检测操作906检测

到。

[0047] 如果确定操作908确定在电容式传感器垫处的电容的改变不满足阈值功率改变条

件，则调节操作910不被执行。相反，等待操作912被采取，直到在电容式传感器垫处的电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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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另一改变被检测操作906检测到。

[0048] 图10示出了检测到发射天线1002的邻近度的3传感器垫实现1000。电容式传感器

垫1004、1006、和1008一般相互垂直，并且覆盖/围绕发射天线1002的尺寸(例如，将三个传

感器垫1004、1006、和1008与发射天线置于同处)。(尽管传感器垫1004、1006、和1008未被示

为完全垂直，以适配在具有不完全垂直的各侧面的计算设备盒的轮廓内，但是它们足够垂

直以辨识来自多个轴例如X、Y和Z的邻近度信号)。传感器垫1004、1006、和1008通过迹线

1010、1012和1014连接到传输功率控制器(未示出)。由于传感器垫监视三个不同的轴，传输

功率控制器可推断邻近的外部对象的方向。此外，由温度和湿度增量引起的电容测量驱动

在多个传感器垫1004、1006、和1008全部一起漂移时更容易从邻近度信号中分开。

[0049] 电容式传感器垫1004、1006、和1008是高电阻性的，如先前关于在此描述的其它电

容式传感器垫所讨论的。迹线1010、1012和1014可包括分割电阻和阻噪电阻，如关于先前描

述的实现所讨论的。

[0050] 在此所述的本发明的各实现方式可以被实现为一个或多个计算机系统中的逻辑

步骤。本发明的逻辑操作可被实现为：(1)在一个或多个计算机系统中执行的处理器实现的

步骤的序列；以及(2)一个或多个计算机系统内的互连机器或电路模块。该实现是取决于实

现本发明的计算机系统的性能要求的选择问题。因此，构成此处所描述的本发明的实施例

的逻辑操作被不同地称为操作、步骤、对象或模块。此外，应该理解，逻辑操作可以以任何顺

序执行、按需添加或忽略，除非明确地声明，或者按由权利要求语言固有地要求特定的顺

序。

[0051] 上面的说明、示例和数据提供了对本发明的示例性实施例的结构和使用的完整的

描述。因为可以在不背离本发明的精神和范围的情况下做出本发明的许多实现方式，所以

本发明落在所附权利要求的范围内。此外，不同实施例的结构特征可以与另一实现方式相

组合而不偏离所记载的权利要求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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