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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一种触控电子装置与触控连接

方法，其中触控电子装置包括：触控面板；以及触

控连接模块；其中该触控连接模块包括：感测模

块，用以感测该触控电子装置与多个第一触控电

子装置之间的物理邻近；以及连接模块，当该感

测模块检测到该物理邻近时，通过该触控面板建

立该触控电子装置与该多个第一触控电子装置

之间的触控连接。本发明提供的触控电子装置与

触控连接方法可轻易在两台以上电子装置之间

建立触控连接以用于数据传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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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触控电子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触控电子装置包括：

触控面板；以及

触控连接模块；其中该触控连接模块包括：感测模块，用以感测该触控电子装置与多个

第一触控电子装置之间的物理邻近；以及连接模块，当该感测模块检测到该物理邻近时，通

过该触控面板建立该触控电子装置与该多个第一触控电子装置之间的触控连接，其中该物

理邻近需满足该触控电子装置与该多个第一触控电子装置的每一个的接触区域的面积大

于预设面积数值。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触控电子装置，其特征在于，当该触控电子装置与该多个第一触

控电子装置之间的距离小于或等于5毫米时，该触控电子装置的该感测模块判断该触控电

子装置与该多个第一触控电子装置是物理邻近的。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触控电子装置，其特征在于，该触控电子装置的该感测模块可同

时或者依序判断该触控电子装置与该多个第一触控电子装置是物理邻近的。

4.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触控电子装置，其特征在于，当该触控电子装置的该感测模块判

断该触控电子装置与该多个第一触控电子装置是物理邻近后，该触控电子装置的该连接模

块通过该触控面板向该多个第一触控电子装置发送触控连接请求消息。

5.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触控电子装置，其特征在于，该触控电子装置的该连接模块可同

时或者依序向该多个第一触控电子装置发送该触控连接请求消息，以分别同时或者依序建

立该触控电子装置与该多个第一触控电子装置之间的该触控连接。

6.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触控电子装置，其特征在于，当该触控电子装置的该连接模块向

该多个第一触控电子装置发送该触控连接请求消息后，该触控电子装置的该连接模块判断

是否经由该触控面板接收到该多个第一触控电子装置分别回传的多个触控连接确认消息。

7.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触控电子装置，其特征在于，如果接收到该多个第一触控电子装

置分别回传的该多个触控连接确认消息，则该触控电子装置与该多个第一触控电子装置建

立该触控连接。

8.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触控电子装置，其特征在于，该触控电子装置另包含控制模块，

如果未接收到该多个第一触控电子装置分别回传的该多个触控连接确认消息，则该触控电

子装置的该控制模块判断该触控电子装置传送该触控连接请求消息的次数是否超过预设

次数或者传送该触控连接请求消息的时长是否超过预设时间。

9.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触控电子装置，其特征在于，该触控连接建立完成后，该触控电

子装置的该连接模块记录触控连接状态。

10.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触控电子装置，其特征在于，该触控连接建立完成后，该多个第

一触控电子装置分别记录其与该触控电子装置的多个触控连接状态，并且当该触控电子装

置再次判断与该多个第一触控电子装置是否物理邻近时，该触控电子装置经由该触控面板

接收该多个第一触控电子装置回传的该多个触控连接状态。

11.一种触控连接方法，应用于触控电子装置，其特征在于，该触控连接方法包括：

通过感测模块感测该触控电子装置与多个第一触控电子装置之间的物理邻近；以及

当该感测模块检测到该物理邻近时，通过该触控电子装置的触控面板建立该触控电子

装置与该多个第一触控电子装置之间的触控连接，其中该物理邻近需满足该触控电子装置

与该多个第一触控电子装置的每一个的接触区域的面积大于预设面积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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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如权利要求11所述的触控连接方法，其特征在于，当该触控电子装置与该多个第一

触控电子装置之间的距离小于或等于5毫米时，通过该感测模块判断该触控电子装置与该

多个第一触控电子装置是物理邻近的。

13.如权利要求12所述的触控连接方法，其特征在于，该触控电子装置的该感测模块可

同时或者依序判断该触控电子装置与该多个第一触控电子装置是物理邻近的。

14.如权利要求12所述的触控连接方法，其特征在于，该触控连接方法更包括：当该触

控电子装置的该感测模块判断该触控电子装置与该多个第一触控电子装置是物理邻近后，

通过该触控面板向该多个第一触控电子装置发送触控连接请求消息。

15.如权利要求14所述的触控连接方法，其特征在于，该触控连接方法更包括：同时或

者依序向该多个第一触控电子装置发送该触控连接请求消息，以分别同时或者依序建立该

触控电子装置与该多个第一触控电子装置之间的该触控连接。

16.如权利要求14所述的触控连接方法，其特征在于，该触控连接方法更包括：通过该

触控电子装置向该多个第一触控电子装置发送该触控连接请求消息后，判断是否经由该触

控面板接收到该多个第一触控电子装置分别回传的多个触控连接确认消息。

17.如权利要求16所述的触控连接方法，其特征在于，该触控连接方法更包括：如果接

收到该多个第一触控电子装置分别回传的该多个触控连接确认消息，则该触控电子装置与

该多个第一触控电子装置建立该触控连接。

18.如权利要求16所述的触控连接方法，其特征在于，该触控连接方法更包括：如果未

接收到该多个第一触控电子装置分别回传的该多个触控连接确认消息，通过该触控电子装

置的控制模块判断该触控电子装置传送该触控连接请求消息的次数是否超过预设次数或

者传送该触控连接请求消息的时长是否超过预设时间。

19.如权利要求11所述的触控连接方法，其特征在于，该触控连接方法更包括：在该触

控连接建立完成后，记录触控连接状态。

20.如权利要求11所述的触控连接方法，其特征在于，该触控连接方法更包括：在该触

控连接建立完成后，通过该多个第一触控电子装置分别记录其与该触控电子装置的多个触

控连接状态，并且当该触控电子装置再次判断与该多个第一触控电子装置是否物理邻近

时，通过该触控电子装置经由该触控面板接收该多个第一触控电子装置回传的该多个触控

连接状态。

权　利　要　求　书 2/2 页

3

CN 104808830 B

3



触控电子装置与触控连接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有关于一种电子装置，特别有关于一种触控电子装置与触控连接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近场通信(Near  Field  Communication,NFC)是一种非接触式识别和互联技术，其

通过近场磁场通信方法(例如采用13.56MHz的近场磁场通信方式)在移动设备、消费型电子

产品、个人计算机或智能型电子装置间进行近距离无线通信，让使用者简单直观地交换信

息、访问内容与服务。

[0003] 由于手机等手持装置集成NFC的市场需求已经成熟，其可支持移动支付或者作为

销售点终端(point  of  sale，简称POS)来用，然而由于NFC以磁场通信方式进行信号发送和

接收，因此必须在手机等手持装置上增设感应式读卡器或类似功能的部件，将造成手持设

备体积变大，而且对手机等手持设备的结构布局、部件用材均有限制。

[0004] 因此近来发展了一种触控面板装置的触控连接(touch  link)技术，也可称为触控

传输技术，例如US  2011/0304583、US  2013/0147760、CN  102916729A等专利申请案所述的，

可利用触控面板装置原有面板及驱动IC来进行通信传输。触控面板装置包括触摸传感器。

触摸传感器的至少一部分为触控面板装置所包含的触控面板的至少一部分。其中，触控面

板可为不具显示功能的触控面板(例如触摸板(touch  pad))或者具显示功能的触控面板

(例如触控屏幕(touch  screen))。触摸传感器包括设置在触控面板的基板上的多个用于构

成电容结构的驱动电极和感应电极。驱动电极和感应电极的至少一个作为发送电极，以及

驱动电极和感应电极的至少一个作为接收电极。这样，信号可通过触控面板装置原有电极

及驱动IC来进行发送和接收，以实现基于电场的触控传输，无需再另行设置感应式读卡器

或类似功能的部件，较先前的近场通信技术更为节省体积与成本。

[0005] 图1是根据现有技术的第一触控面板装置以及第二触控面板装置之间进行触控传

输的示意图。如图1所示，第一触控面板装置101以及第二触控面板装置102之间具有近电场

103a以及103b。值得注意的是，第一触控面板装置101以及第二触控面板装置102皆具有发

送以及接收信号的功能。该触控传输技术中，当第一触控面板装置101向第二触控面板装置

102发送信号时，所应用的通信媒介是电场方向指向第二触控面板装置102的电场部分(如

图1所示的近电场103a)。当第二触控面板装置102向第一触控面板装置101发送信号时，所

应用的通信媒介是电场方向指向第一触控面板装置101的电场部分(如图1所示的近电场

103b)。其中，图1所示的X信道以及Y信道分别代表设置在基板上用以构成电容结构的发送

电极和接收电极。

[0006] 图2是根据现有技术的第一触控面板装置和第二触控面板装置之间实现触控传输

系统的逻辑架构图。第一触控面板装置101包括图2所示的信号发送系统201，第二触控面板

装置102包括图2所示的信号接收系统202。其中，信号发送系统201包括触控传输请求信号

产生单元211、通信连接建立单元212以及第一通信单元213。其中，触控传输请求信号产生

单元211用于产生触控传输的请求信号，并通过发送电极发送至第二触控面板装置102。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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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连接建立单元212在接收电极接收到第二触控面板装置102回复的应答信号后，与第二触

控面板装置102建立通信连接。在建立通信连接之后，第一通信单元213通过触控面板(图未

示)的发送电极发送通信信息或数据至第二触控面板装置102。

[0007] 信号接收系统202包括触控传输请求应答单元221、通信连接建立单元222以及第

二通信单元223。其中，触控传输请求应答单元221在通过接收电极接收到由第一触控面板

装置101所发送的触控传输请求信号后，通过发送电极回复应答信号至第一触控面板装置

101。通信连接建立单元222在触控传输请求应答单元221向第一触控面板装置101回复应答

信号后，与第一触控面板装置101建立通信连接。在建立通信连接之后，第二通信单元223通

过接收电极接收由第一触控面板装置101所发送的通信信息或数据。

[0008] 图3是根据现有技术利用触控面板的电极进行信号发送与接收的示意图。如图3所

示，触摸传感器(图未示)包括设置于触控面板(例如第一触控面板301或第二触控面板302)

的基板上多个用以构成电容结构的发送电极311、321以及接收电极312、322，分别用以发送

以及接收信号。

[0009] 图4是根据现有技术的触控传输方法流程图。首先，在步骤S401，触控传输请求信

号产生单元211产生触控传输请求信号，并通过发送电极发送至第二触控面板装置102。接

着，通信连接建立单元212在接收电极接收到第二触控面板装置102所回复的应答信号后

(步骤S402)，与第二触控面板装置102建立通信连接(步骤S203)。最后，进入步骤S404，第一

通信单元213通过发送电极发送通信信息或数据至第二触控面板装置102。

[0010] 相较于一般的键盘或是鼠标，触控操作能带给使用者更加人性化与便利的操作方

式，因此越来越多的电子装置具备有触控的功能。然而，触控操作通常是用户与电子装置之

间一对一的操作、或是两台电子装置之间一对一的操作。此外，如果使用者想要传送档案至

两台以上的电子装置，或是在不同的电子装置之间分享数据，通常需要逐一为每一台电子

装置设定网络与连接方式，非常不方便。因此，需要一种能够轻易在两台以上的电子装置之

间进行上述图1至图4所示的触控连接、并且具有触控操作便利性的触控电子装置与触控连

接方法。

发明内容

[0011] 有鉴于此，本发明提供一种触控电子装置与触控连接方法。

[0012] 本发明一实施例提供一种触控电子装置，包括：触控面板；以及触控连接模块；其

中该触控连接模块包括：感测模块，用以感测该触控电子装置与多个第一触控电子装置之

间的物理邻近；以及连接模块，当该感测模块检测到该物理邻近时，通过该触控面板建立该

触控电子装置与该多个第一触控电子装置之间的触控连接，其中该物理临近需满足该触控

电子装置与该多个第一触控电子装置的每一个的接触区域的面积大于预设面积数值。

[0013] 本发明另一实施例提供一种触控连接方法，应用于触控电子装置，包括：通过感测

模块感测该触控电子装置与多个第一触控电子装置之间的物理邻近；以及当该感测模块检

测到该物理邻近时，通过该触控电子装置的触控面板建立该触控电子装置与该多个第一触

控电子装置之间的触控连接，其中该物理临近需满足该触控电子装置与该多个第一触控电

子装置的每一个的接触区域的面积大于预设面积数值。

[0014] 本发明提供的触控电子装置与触控连接方法可轻易在两台以上电子装置之间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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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触控连接以用于数据传输。

附图说明

[0015] 图1是根据现有技术的第一触控面板装置以及第二触控面板装置之间进行触控传

输的示意图；

[0016] 图2是根据现有技术的第一触控面板装置和第二触控面板装置之间实现触控传输

系统的逻辑架构图；

[0017] 图3是根据现有技术利用触控面板的电极进行信号发送与接收的示意图；

[0018] 图4是根据现有技术的触控传输方法流程图；

[0019] 图5是本发明所提供的触控电子装置示意图；

[0020] 图6A为本发明所提供的多个触控电子装置之间的触控连接示意图；

[0021] 图6B为本发明所提供的另一种多个触控电子装置之间的触控连接示意图；

[0022] 图6C为本发明所提供的另一种多个触控电子装置之间的触控连接示意图；

[0023] 图7A为本发明所提供的触控连接方法示意图；

[0024] 图7B为本发明所提供的另一种触控连接方法示意图；

[0025] 图8为本发明所提供的另一种触控连接方法示意图；

[0026] 图9为本发明所提供的另一种触控连接方法示意图；

[0027] 图10为本发明所提供的另一种触控连接方法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8] 在说明书及权利要求书当中使用了某些词汇来指称特定的元件。所属技术领域的

技术人员应可理解，硬件制造商可能会用不同的名词来称呼同一个元件。本说明书及权利

要求书并不以名称的差异作为区分元件的方式，而是以元件在功能上的差异作为区分的准

则。在通篇说明书及权利要求项中所提及的“包含”为一开放式的用语，故应解释成“包含但

不限定于”。此外，“耦接”一词在此包含任何直接及间接的电气连接手段。因此，若文中描述

第一装置耦接于第二装置，则代表第一装置可直接电气连接于第二装置，或通过其它装置

或连接手段间接地电气连接至第二装置。

[0029] 接下来的描述是实现本发明的最佳实施例，其是为了描述本发明的发明原理，并

非对本发明的限制。可以理解的是，本发明实施例可由软件、硬件、固件或其任意组合来实

现。

[0030] 图5为本发明所提供的触控电子装置示意图。如图5所示，触控电子装置100包括触

控连接模块110、控制模块120、无线传输模块130以及触控面板160。触控电子装置200A、

200B与200C包括触控连接模块210、控制模块220、无线传输模块230以及触控面板260。举例

而言，触控电子装置100、200A、200B及/或200C可以为手机、平板计算机、笔记本电脑、游戏

设备、电子书或是PDA等移动电子装置，或是桌上计算机、服务器、售票亭、数字相框销售点

终端机、数字地图等电子装置，或是任何搭载有触控模块(例如触控集成电路(touch  IC))

的电子装置。控制模块120、220可包含数字信号处理器(digital  signal  processing ,

DSP)、微处理器(microcontroller,MCU)、中央处理单元(central-processing  unit,CPU)

或者是关联于平行运算环境(parallel  processing  environment)的多个平行处理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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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以执行操作系统以及应用。在一实施例中，触控连接模块110包括感测模块140和连接模

块150。类似地，触控连接模块210包括感测模块240和连接模块250，其中感测模块140与感

测模块240的结构和功能相同，连接模块150和连接模块250的结构和功能相同。每个触控电

子装置100、200A、200B及/或200C通过感测模块140及/或240来检测是否与一装置之间物理

邻近(例如靠近或触碰到)。一旦检测到物理邻近，则通过连接模块150、250建立第一通信通

道。举例而言，感测模块140感测触控电子装置100以及触控电子装置200A之间的交互影响

的电磁场(例如可通过图3所示的方式，通过触控面板的发射电极和接收电极来判断是否有

交互影响的电磁场)，通过电磁场的变化判断触控电子装置200A是否物理邻近到触控电子

装置100。当检测到物理邻近时，连接模块150与连接模块250建立第一通信信道。在一实施

例中，连接模块150可为如图2所示的信号发送系统，连接模块250可为如图2所示的信号接

收系统，通过图2所示的第一通信单元213经由触控电子装置100的触控面板160以及触控电

子装置200A的触控面板260与第二通信单元223建立第一通信信道。如图5所示，在触控电子

装置100中，无线传输模块130亦耦接至控制模块120，无线传输模块130建立与触控电子装

置200A的第二通信信道。该第二通信信道遵循无线通信协议来进行无线传输，该无线通信

协议可包括GSM、GPRS、EDGE、UMTS、W-CDMA、CDMA2000、TD-CDMA、Bluetooth、WiFi、Wi-Fi 

Direct、WiMAX、LTE、LTE-A或TD-LTE等。

[0031] 无线传输模块130可以用每秒几千个符号级别的速率来传递该数据。每个符号可

以对应于任何恰当数目的数据比特(例如，0.5比特/符号、1比特/符号等等)。根据各种实施

例，无线传输模块130可以实现很多其他数据速率，比每秒几千个符号更快或更慢。值得注

意的是，触控电子装置200A的感测模块240、连接模块250、控制模块220以及无线传输模块

230的实施方式分别类似于触控电子装置100的感测模块140、连接模块150、控制模块120、

无线传输模块130的实施方式，故此处不再赘述。上述实施例描述的是触控电子装置100与

一个触控电子装置200A之间如何建立通信，本发明不限于此。基于相同的原理和步骤，触控

电子装置100可与多个触控电子装置(例如触控电子装置200A、200B、200C)建立通信，此处

不再赘述。

[0032] 图6A为本发明所提供的多个触控电子装置之间的触控连接示意图。如图6A所示，

触控电子装置100物理邻近触控电子装置200A、200B与200C，并且触控电子装置100与触控

电子装置200A、200B、200C之间的邻近区域分别为A1、A2与A3。当触控电子装置100和触控电

子装置200A置于彼此附近以建立通信时，与触控电子装置100原始关联的电磁场可以影响

触控电子装置200A的感测模块240。类似地，与触控电子装置200A原始关联的另一电磁场可

以影响触控电子装置100的感测模块140。当触控电子装置100和触控电子装置200A之间的

距离在毫米的尺度上时，可以认为两者是物理邻近的，例如5毫米。该距离取决于相关联的

触控电子装置及其感测模块的属性，例如距离在0.3～0.8厘米的范围内都可认为是物理邻

近的。换言之，当触控电子装置100和触控电子装置200A之间的距离小于或等于预设最大距

离(例如5毫米)时，触控电子装置100才会判断触控电子装置200A物理邻近触控电子装置

100。

[0033] 在一实施例中，触控电子装置100与触控电子装置200A的接触区域A1的面积大于

预设面积数值，则触控电子装置100才会判断触控电子装置200A靠近或是触碰到触控电子

装置100。在一实施例中，上述预设面积数值约为触控电子装置100的触控屏幕的四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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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三分之一。在另一实施例中，上述预设面积数值约为触控电子装置100的触控屏幕的20％

至40％。举例而言，上述预设面积数值为触控电子装置100的触控屏幕的35％。由于接触区

域A2的面积大于上述预设面积数值，因此触控电子装置100判断触控电子装置200B靠近或

是触碰到触控电子装置100。由于接触区域A1与A3的面积并未大于上述预设面积数值，因此

触控电子装置100判断触控电子装置200A与200C并未靠近或是触碰到触控电子装置100。

[0034] 图6B为本发明所提供的另一种多个触控电子装置之间的触控连接示意图。触控电

子装置100覆盖在触控电子装置200A与200B的触控屏幕之上。图6C为本发明所提供的另一

种多个触控电子装置之间的触控连接示意图。如图6C所示，触控电子装置200A、200B、200C

与200D覆盖在触控电子装置100的触控屏幕之上。由此可知，多个触控电子装置之间的靠

近、触碰以及覆盖都可视为触碰连接的一种方式，并且可通过触控电子装置之间的距离及/

或接触面积来判断上述触碰方式是否有效、以及彼此之间的触控连接是否完成。

[0035] 图7A-图7B是根据本发明一实施例描述的触控连接方法示意图，其中以两个触控

电子装置与主触控电子装置相互物理邻近为例，本发明并不局限于此。首先，在步骤S700，

第一触控电子装置(例如触控电子装置100)发出初始触控连接消息，然后进入步骤S702，第

一触控电子装置判断是否存在第二触控电子装置(例如触控电子装置200A)与第一触控电

子装置的物理邻近，即通过第一触控电子装置的感测模块感测上述是否存在物理邻近。如

果存在上述第二触控电子装置，则进入步骤S704，否则返回步骤S700。在步骤S704，第一触

控电子装置向第二触控电子装置发送触控连接请求消息，即第一触控电子装置通过连接模

块向第二触控电子装置发送触控连接请求消息，接着在步骤S706判断第二触控电子装置是

否接收到第一触控电子装置发送的触控连接请求消息，如果答案为“是”，则如步骤S708所

示，第二触控电子装置向第一触控电子装置发送触控连接确认消息，并且第一触控电子装

置通过触控面板接收上述触控连接确认消息；如果答案为“否”，则进入步骤S710，通过第一

触控电子装置的控制模块判断第一触控电子装置传送触控连接请求消息的次数是否超过

预设次数，或者传送触控连接请求消息的时长是否超过预设时间。如果答案为“否”，则进入

步骤S704，第一触控电子装置继续向第二触控电子装置发送触控连接请求消息，否则进入

步骤S716。在步骤S708后，如步骤S714所示，第一触控电子装置与第二触控电子装置建立触

控连接(即建立第一通信信道)。接着如图7B所示，在步骤S716，第一触控电子装置判断第三

触控电子装置(例如触控电子装置200B)是否物理邻近第一触控电子装置。如果物理邻近第

一触控电子装置，则进入步骤S718；否则结束进程。在步骤S718，第一触控电子装置向第三

触控电子装置发送触控连接请求消息。接着，在步骤S720，判断第三触控电子装置是否接收

到触控连接请求消息，如果未接收到，则步骤进入S722；否则进入步骤S724，第三触控电子

装置向第一触控电子装置发送触控连接确认消息。如步骤S722所示，由第一触控电子装置

的控制模块判断第一触控电子装置传送触控连接请求消息的次数是否超过预设次数(例如

10次)，或者传送触控连接请求消息的时长是否超过预设时间(例如15秒)。如果答案为

“否”，则进入步骤S718，第一触控电子装置继续向第三触控电子装置发送触控连接请求消

息；如果答案为“是”，则进程结束。在步骤S724后，进入步骤S726，第一触控电子装置与第三

触控电子装置建立触控连接(即建立第一通信信道)，然后结束进程。上述触控连接方法仅

以三个触控电子装置为例，在另一实施例中，上述触控连接方法可用于更多个触控电子装

置，例如图6A的100、200A、200B、200C，本领域技术人员可以根据上述触控连接方法获知，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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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步骤S726后接着判断是否有第四触控电子装置(例如触控电子装置200C)物理邻近第一

触控电子装置，依次类推，这里不再赘述。

[0036] 图8是根据本发明另一实施例描述的触控连接方法示意图，其中为了简洁，同样以

两个触控电子装置与主触控电子装置相互物理邻近为例，本发明并不局限于此。首先，在步

骤S800，第一触控电子装置(例如触控电子装置100)发出初始触控连接消息，然后进入步骤

S802，第一触控电子装置判断是否存在第二触控电子装置(例如触控电子装置200A)与第一

触控电子装置物理邻近，即通过第一触控电子装置的感测模块感测上述是否存在物理邻

近。如果存在上述第二触控电子装置，则进入步骤S804，否则返回步骤S800。在步骤S804，第

一触控电子装置接着判断是否存在第三触控电子装置(例如触控电子装置200A)与第一触

控电子装置物理邻近。如果存在上述第三触控电子装置，则进入步骤S806，否则结束进程。

在步骤S806，第一触控电子装置的连接模块通过触控面板同时向第二触控电子装置与第三

触控电子装置发送触控连接请求消息，接着在步骤S808判断第二触控电子装置、第三触控

电子装置是否接收到第一触控电子装置发送的触控连接请求消息，如果答案为“是”，则如

步骤S812所示，第二触控电子装置、第三触控电子装置向第一触控电子装置分别发送触控

连接确认消息；如果答案为“否”，则进入步骤S810，通过第一触控电子装置的控制模块判断

第一触控电子装置传送触控连接请求消息的次数是否超过预设次数(例如10次)，或者传送

触控连接请求消息的时长是否超过预设时间(例如15秒)。如果答案为“否”，则进入步骤

S806，第一触控电子装置继续向第二触控电子装置、第三触控电子装置发送触控连接请求

消息，否则结束进程。如步骤S814所示，第一触控电子装置分别与第二触控电子装置、第三

触控电子装置建立触控连接(即建立第一通信信道)，接着结束进程。上述触控连接方法仅

以三个触控电子装置为例，在另一实施例中，上述触控连接方法可用于更多个触控电子装

置，例如图6A的100、200A、200B、200C，本领域技术人员可以根据上述触控连接方法获知，可

在步骤S802与步骤S804扩充也判断是否有第四触控电子装置(例如触控电子装置200C)物

理邻近到第一触控电子装置，S804后续步骤与上述触控连接方法类似，这里不再赘述。

[0037] 图9是根据本发明另一实施例描述的触控连接方法示意图。首先，在步骤S900，第

一触控电子装置(例如触控电子装置100)发出初始触控连接消息，然后进入步骤S902，第一

触控电子装置判断是否存在多个触控电子装置与第一触控电子装置物理邻近，即通过第一

触控电子装置的感测模块感测上述是否存在物理邻近。如果存在上述多个触控电子装置，

则进入步骤S904，否则返回步骤S900。在步骤S904，第一触控电子装置的连接模块接着向多

个触控电子装置中的其中一个触控电子装置发送触控连接请求消息，接着在步骤S906判断

上述其中一个触控电子装置是否接收到第一触控电子装置发送的触控连接请求消息，如果

答案为“是”，则如步骤S910所示，上述其中一个触控电子装置向第一触控电子装置发送触

控连接确认消息；如果答案为“否”，则进入步骤S908，通过第一触控电子装置的控制模块判

断第一触控电子装置传送触控连接请求消息的次数是否超过预设次数(例如10次)，或者传

送触控连接请求消息的时长是否超过预设时间(例如15秒)。如果答案为“否”，则进入步骤

S904，第一触控电子装置通过触控面板继续向上述其中一个触控电子装置发送触控连接请

求消息，否则进入步骤S914。在步骤S910后，如步骤S912所示，第一触控电子装置与多个触

控电子装置中上述其中一个触控电子装置建立触控连接(即建立第一通信信道)。接着在步

骤S914判断多个触控电子装置中是否还有其他触控电子装置未与第一触控电子装置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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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如果答案为“是”，则进程进入步骤S904，第一触控电子装置向多个触控电子装置中的

其中另一个触控电子装置发送触控连接请求消息。否则结束进程。

[0038] 图10是根据本发明另一实施例描述的触控连接方法示意图。首先，在步骤S1000，

第一触控电子装置(例如触控电子装置100)发出初始触控连接消息，然后进入步骤S1002，

第一触控电子装置判断是否存在多个触控电子装置与第一触控电子装置物理邻近，即通过

第一触控电子装置的感测模块感测上述是否存在物理邻近。如果存在上述多个触控电子装

置，则进入步骤S1004，否则返回步骤S1000。在步骤S1004，第一触控电子装置的连接模块接

着同时向多个触控电子装置发送触控连接请求消息，接着在步骤S1006判断上述多个触控

电子装置是否接收到第一触控电子装置发送的触控连接请求消息，如果答案为“是”，则如

步骤S1010所示，上述多个触控电子装置向第一触控电子装置分别发送触控连接确认消息；

如果答案为“否”，则进入步骤S1008，通过第一触控电子装置的控制模块判断第一触控电子

装置传送触控连接请求消息的次数是否超过预设次数(例如10次)，或者传送触控连接请求

消息的时长是否超过预设时间(例如15秒)。如果答案为“否”，则进入步骤S1004，第一触控

电子装置通过触控面板继续向上述多个触控电子装置发送触控连接请求消息，否则结束进

程。在步骤S1010后，如步骤S1012所示，第一触控电子装置与多个触控电子装置皆建立触控

连接(即建立第一通信信道)。接着结束进程。

[0039] 对于上述图7-图10所示的触控连接方法示意图，本领域技术人员可以理解，可由

第一触控电子装置的连接模块记录与其他触控电子装置的触控连接状态。例如图9所示，在

步骤S914中如果判断其中一个触控电子装置(例如触控电子装置200A)已经与第一触控电

子装置建立触控连接后，将以回传信号形式告知第一触控电子装置已经与触控电子装置

200A建立触控连接。因此，在接下来的步骤S904中，第一触控电子装置将向除触控电子装置

200A之外的其他触控电子装置发送触控连接请求消息。同理，本领域技术人员也可以理解，

如图7-图8所示，在依序判断是否有其他触控电子装置与第一触控电子装置物理邻近时，可

增加第一触控电子装置判断是否与当前其他触控电子装置已经建立触控连接的步骤。如果

已经与当前其他触控电子装置(例如触控电子装置200B)建立触控连接，则跳过触控电子装

置200B，第一触控电子装置继续判断其他触控电子装置是否物理接近，以此类推。

[0040] 另外，也可由待连接的其他触控电子装置(例如触控电子装置200C)分别记录与第

一触控电子装置的多个触控连接状态。在第一触控电子装置判断是否与上述其他触控电子

装置物理接近时，可由上述其他触控电子装置以信号形式分别告知第一触控电子装置其与

第一触控电子装置的触控连接状态。如果上述连接状态显示已经建立触控连接，则省略与

触控电子装置200C的触控连接进程。

[0041] 图7-图10所示的触控连接方法分别揭示了第一触控电子装置同时或者依序判断

其与多个触控电子装置的物理邻近情况以及第一触控电子装置同时或者依序向多个触控

电子装置发送触控连接请求消息的实施例，通过上述方法可实现第一触控电子装置与多个

触控电子装置同时或者依序建立触控连接。

[0042] 综上所述，本发明提供了一种能够轻易在两台以上的电子装置之间建立触控连

接、并且具有触控操作便利性的触控电子装置与触控连接方法。通过本发明所提供的触控

电子装置与触控连接方法，使用者不需要逐一为每一台电子装置设定网络与连接方式，就

能够轻松的建立上述触控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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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3] 上述根据本发明的触控连接方法实施例可在各种硬件、软件编码或两者组合中进

行实施。例如，本发明实施例可为集成入视频压缩芯片的电路或集成入视频压缩软件以执

行上述过程的程序代码。本发明的实施例也可为在数据信号处理器(Digital  Signal 

Processor,DSP)中执行的执行上述程序的程序代码。本发明也可涉及计算机处理器、数字

信号处理器、微处理器或现场可编程门阵列(Field  Programmable  Gate  Array,FPGA)执行

的多种功能。可根据本发明配置上述处理器执行特定任务，其通过执行定义了本发明揭示

的特定方法的机器可读软件代码或固件代码来完成。可将软件代码或固件代码发展为不同

的程序语言与不同的格式或形式。也可为了不同的目标平台编译软件代码。然而，根据本发

明执行任务的软件代码与其他类型配置代码的不同代码样式、类型与语言不脱离本发明的

精神与范围。

[0044] 像“第一”、“第二”、“第三”等在说明书或权利要求书中修饰元件的序词并不意味

着自身具有任何优先权、优先级或者一个元件的等级高于另一个元件或者方法执行的时间

顺序，而仅仅作为标号用于区分一个具有确切名称的元件与具有相同名称(除了修饰序词)

的另一元件。

[0045] 在不脱离本发明精神或本质特征的情况下，可以其他特定形式实施本发明。描述

示例被认为说明的所有方面并且无限制。因此，本发明的范围由权利要求书指示，而非前面

描述。所有在权利要求等同的方法与范围中的变化皆属于本发明的涵盖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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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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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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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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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图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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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B

图6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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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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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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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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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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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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