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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Abstract: A detection processing device and method.
The device includes a detector configured to detect the
change in physical attributes caused by an input medium be
ing close to a monitor; and a processor configured to de
termine a performed operation according to the change in
the physical attributes. The technical problems in the prior
art in essence that the touch screen still requires the screen
to be touched when the input information i s not changed
and there still may appear input errors i s solved when the
size of the touch screen i s limited, thus being able to judge
whether the input to be performed i s correct before perform
ing an input operation, and improving the input reliability
and input efficiency.

(57) 摘要 ：一种检测处理装置及方法 ，该装置包括
检测器 ，设置为检测输入介质靠近监测器时所 引起
的物理属性 的变化 ；处理器 ，设置为根据物理属性
的变化确 定所执行的操作 。解决 了现有技术 中并没
有 改变 输入 信 息 时触 摸屏 仍 然 需要触 摸屏 幕 的本
质 ，在触摸屏大小受到限制 时，仍然有可能 出现输
入错误的技术 问题 ，进而达到 了在进行输入操作之
前 ，就能判断 出将要执行的输入是否正确 ，从而提
高 了输入 的可靠性 以及输入效率 。图 4 FIG.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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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处理装置及方法

技术领域

本发明涉及通信领域，具体而言，涉及一种检测处理装置及方法。

背景技术

智能手机等新型消费电子产品使得触摸屏开始风靡。触摸屏手机等手持终端鉴于

其便携性，屏幕尺寸一般不会很大，这样，输入信息时就有可能出现输出错误。举例

而言，在输入信息状态下，虚拟键盘中显示的按键大小较小，例如，IPHO E 3GS 手

机，在竖屏状态下虚拟键盘中显示的按键大小是 3.6mm*5.3mm (长*宽），横屏状态下

虚拟键盘中显示的按键大小是 4.3mm*3.8mm ( 长*宽），而研究表明，9.2mm 是手指容

易点击 目标的最小尺寸，因此，在触摸屏上通过手指触摸虚拟键盘进行输入，存在点

击错误的可能。产生该问题的原因在于，对于与触摸屏而言，如果需要进行相关的操

作，就必须接触屏幕，这导致了触摸屏的输入的限制。

在相关技术中对于该问题提出了一些解决方法，例如，图 1 是相关技术中虚拟键

盘输入方法的示意图，如图 1 所示，在用户触摸虚拟键盘区域之后，屏幕将按键对应

的字母或者数字放大显示，供用户确认，但是，该放大提示的按键信息是无法触摸的，

此时用户只能通过回退来取消当前输入，并重新输入，这样降低了输入的效率。

又例如，图 2 是相关技术中另一种虚拟键盘输入方法的示意图，如图 2 所示，用

户触摸虚拟按键区域之后，则出现对应按键的放大提示画面，供用户确认，但是，如

果用户发现所放大显示的信息不是期望的按键，则说明触摸区域有误，此时可以保持

长按此按键，则可以显示虚拟键盘的下级选择列表，图 3 是图 2 所示的虚拟键盘的下

级选择列表的示意图，如图 3 所示，虚拟键盘显示出包含该按键附近的按键列表供用

户选择，但是进行下级选择列表时，已属于对输入的二次判断了，同样降低了输入效

率。

上述方案并没有改变输入信息时触摸屏仍然需要触摸屏幕的本质，在触摸屏大小

受到限制时，仍然有可能出现输入错误。



发 明内容

针对现有技术 中上述方案并没有 改变输入信息时触摸屏仍然 需要触摸屏幕 的本

质 ，在触摸屏大小受到限制时，仍然有可能出现输入错误 的技术 问题 ，本发 明提供 了

一种检测处理装置及方法 ，以至少解决上述 问题 。

根据本发 明的一个方面，提供 了一种检测处理装置，包括：检测器 ，设置为检测

输入介质靠近所述检测器时所 引起 的物理属性 的变化 ；处理器 ，设置为根据所述物理

属性的变化确定所执行 的操作 。

优选地 ，所述检测器还包括 ：多个检测单元，所述检测单元设置为检测所述物理

属性的变化 ；所述检测器还设置为根据检测到所述物理属性的变化 的检测单元的位置

确定所述输入介质靠近所述检测器 的位置 。

优选地 ，所述物理属性包括 以下至少之一：电磁感应强度 、光信号强度 。

优选地 ，所述检测器位于触摸屏之下，所述处理器设置为根据所述物理属性的变

化对所述触摸屏的显示进行调整 。

优选地 ，在所述触摸屏上显示虚拟键盘的情况下，所述处理器设置为根据所述物

理属性的变化确定所述输入介质靠近所述虚拟键盘的位置，并确定所述位置对应 的按

键 ，所述处理器确定放大所述按键在所述触摸屏上的显示面积 。

根据本发 明的另一方面，提供 了一种终端 ，包括上述任一项所述 的检测处理装置 。

优选地 ，还包括：输入介质 ，其 中，所述输入介质为 以下至少之一：电磁笔、能

够产生光信号的装置 。

根据本发 明的再一方面，提供 了一种检测处理方法 ，包括：接收检测到的输入介

质靠近时所引起 的物理属性的变化 ；根据所述物理属性的变化确定所执行 的操作 。

优选地 ，所述方法还包括：根据所述物理属性 的变化 的位置确定所述输入介质靠

近 的位置 。

优选地 ，根据所述物理属性 的变化确定所执行 的操作包括：根据所述物理属性的

变化对触摸屏的显示进行调整 。

优选地 ，根据所述物理属性 的变化对触摸屏的显示进行调整包括：在所述触摸屏

上显示虚拟键盘的情况下，根据所述物理属性 的变化确定所述输入介质靠近所述虚拟



键盘的位置，并确定所述位置对应 的按键 ；确定放大所述按键在所述触摸屏上的显示

面积 。

根据本发 明的又一方面，提供 了一种检测处理装置，包括：接收模块 ，设置为接

收检测到的输入介质靠近时所 引起 的物理属性 的变化 ；确定模块 ，设置为根据所述物

理属性的变化确定所执行 的操作 。

通过本发 明，采用检测器 ，设置为检测输入介质靠近所述检测器时所引起 的物理

属性的变化 ；处理器 ，设置为根据所述物理属性的变化确定所执行 的操作，解决了上

述方案并没有改变输入信息时触摸屏仍然需要触摸屏幕 的本质 ，在触摸屏大小受到限

制时，仍然有可能出现输入错误 的技术 问题 ，进而达到了在进行输入操作之前，就能

够判断出将要执行 的输入是否正确 ，从而提高了输入的可靠性 以及输入效率的效果 。

附图说 明

此处所说 明的附图用来提供对本发 明的进一步理解 ，构成本 申请 的一部分 ，本发

明的示意性实施例及其说 明用于解释本发 明，并不构成对本发 明的不当限定 。在 附图

中：

图 1 是相关技术中虚拟键盘输入方法 的示意 图；

图 2 是相关技术中另一种虚拟键盘输入方法 的示意 图；

图 3 是 图 2 所示的虚拟键盘的下级选择列表 的示意 图；

图 4 是根据本发 明实施例 的检测处理装置的结构框 图；

图 5 是根据本发 明实施例 的检测处理方法 的流程 图；

图 6 是根据本发 明实施例 的检测处理装置的结构框 图；

图 7 是根据本发 明实施例 的带临近检测功能的虚拟键盘的结构框 图；

图 8 是根据本发 明实施例 的通过带临近检测单元 的虚拟键盘输入 的方法 的流程

图；

图 9 是根据本发 明实施例 图 8 所示方法 的输入结果示意 图。



具体实施方式

下文中将参考 附图并结合实施例来详细说 明本发 明。需要说 明的是，在不冲突的

情况下，本 申请 中的实施例及实施例 中的特征可 以相互组合 。

在本实施例 中提供 了一种检测处理装置，图 4 是根据本发 明实施例 的检测处理装

置的结构框 图，如 图 4 所示，该装置包括检测器 42 和处理器 44，下面对该装置进行

说 明。

检测器 42，设置为检测输入介质靠近该检测器时所引起 的物理属性的变化 ，例如

该物理属性可 以为 电磁感应强度 、光信号强度 ；

处理器 44，设置为根据该物理属性的变化确定所执行 的操作 。

通过在检测处理装置中设计一个检测器 ，通过该检测器检测到在靠近时的物理属

性的变化 ，来确定是否执行所对应 的操作，即，通过靠近感应 的方式进行处理，相对

于现有技术中通过回退操作，或只通过相应 的下拉列表来确定输入，使得在输入之前

就可 以通过物理属性的变化提前告知将要发生的执行操作是否正确 ，改变 了以往需要

接触相应 的输入区域时才能判断输入是否正确 的状况，大大提高了输入的可靠性 以及

输入处理的效率 。

根据具体输入 内容的不 同，该检测器还可 以包括多个检测单元，该检测单元检测

该物理属性的变化 ，其 中，该检测器 中的多个检测单元的感应层可 以设计为纵横交错

的感应线圈阵列，也可 以将该检测器 中的多个检测单元的感应层设计为多个光感应器 ;

感应线圈阵列中的感应单元或多个光感应器分别与检测处理装置显示输入 内容的位置

相对应 ，检测器根据检测到该物理属性的变化 的检测单元的位置确定该输入介质靠近

该检测器 的位置 （即检测处理装置显示输入 内容的位置 ）。该检测器位于检测处理装置

的触摸屏之下，该处理器根据该物理属性的变化对该触摸屏的显示进行调整 。例如，

根据检测单元的位置确定的该输入介质靠近该检测器 的位置，对触摸屏上的显示 内容

放大，放大的倍数根据具体需要而设定，比如，在该触摸屏上显示虚拟键盘的情况下，

该处理器用于根据该物理属性 的变化确定该输入介质靠近该虚拟键盘的位置 ，并确定

该位置对应 的按键 ，该处理器确定放大该按键在该触摸屏上的显示面积 ；还可 以根据

检测单元的位置确定的该输入介质靠近该检测器 的位置，对该输入介质靠近该检测器

的位置上输入 内容进行切换 。

在本实施例 中还提供 了一种终端 ，该终端包括上述任一项检测处理装置，该终端

还可 以包括：输入介质 ，其 中，该输入介质可 以为 电磁笔或是能够产生光信号的装置 。



在本实施例中还提供了一种检测处理方法，图 5 是根据本发明实施例的检测处理

方法的流程图，如图 5 所示，该流程包括如下步骤：

步骤 S502, 接收检测到的输入介质靠近时所引起的物理属性的变化；

步骤 S504, 根据该物理属性的变化确定所执行的操作。

通过上述接收到检测到的物理属性的变化以及根据该物理属性的变化确定所执行

的操作，相对于现有技术中只有触摸到屏幕以后才能确认输入是否正确的处理来说，

通过接收的输入介质靠近引起的物理属性参数的变化来判断相应的操作是否正确，即

在接触到触摸屏之前就能够获知即将执行的操作，从而有效地提高了输入的可靠性以

及输入处理的效率。

为了提高输入的正确性以及输入的效率，根据该物理属性的变化的位置确定该输

入介质靠近的位置，并根据确定的该输入介质靠近的位置对触摸屏的显示进行调整，

例如，在该触摸屏上显示虚拟键盘的情况下，根据该物理属性的变化确定该输入介质

靠近该虚拟键盘的位置，并确定该位置对应的按键；确定放大该按键在该触摸屏上的

显示面积。通过上述处理，可 以提前告知将要发生的执行操作是否正确，如果正确直

接输入即可，如果不正确，则进行相应的调整也可以直接进行输入，相对于现有技术

中需要先输入显示输入结果后才能知道是否正确，大大提高了输入效率。

在本实施例中还提供了一种检测处理装置，图 6 是根据本发明实施例的检测处理

装置的结构框图，如图 6 所示，该装置包括接收模块 62 和确定模块 64，下面对该装

置进行说明。

接收模块 62，设置为接收检测到的输入介质靠近时所引起的物理属性的变化；

确定模块 64，连接至接收模块 62，设置为根据该物理属性的变化确定所执行的操

作。

针对现有技术中提出的输入方案，上述处理均需要用户 自行判断触摸区域是否准

确，如果触摸区域不准确，需要用户执行下一步操作以进行纠正，如果需要取消本次

输入，或是通过长按本次触摸区域以显示下级选择列表，这样会降低输入的效率，并

且，在用户快速输入的过程中，需要判断之后，有时再长按该区域，对于人的反应能

力，实际实现起来较为困难。

下面以该检测处理装置为虚拟键盘为例进行说明，其中，该虚拟键盘中带有具备

临近检测功能的临近检测单元。



本实施例提供 了一种带临近检测 的虚拟键盘，以提高信息输入的效率 。为达到 以

上 目的，本实施例采用 的技术方案如下：采用一种带临近检测 的虚拟键盘，临近检测

模块检测虚拟键盘区域上方输入介质 的靠近 ，触摸屏虚拟键盘区域的感应层 由纵横交

错 的感应线圈阵列形成多个感应单元，每个感应单元可 以感应并确认出一个触摸位置 。

当感应强度达到设定的阈值时，将该按键放大显示，用户再放大的键盘触摸 ，信息传

送至输入软件系统，将该按键显示在输入框上 。

图 7 是根据本发 明实施例 的带临近检测功能的虚拟键盘的结构框 图，如 图 7 所示，

该虚拟键盘包括：临近检测单元 72、放大显示单元 74 和触摸检测单元 76。下面对该

虚拟键盘进行说 明。

临近检测单元 72 ( 与上述检测器 的功能相 同）：用来检测虚拟键盘区域上方输入

介质 的靠近 ，触摸屏虚拟键盘区域的感应层 由纵横交错 的感应线圈阵列形成多个感应

单元，当感应单元感应达到预设阈值强度时，发出信号，信息输送到输入软件系统 。

放大显示单元 74: 在某一个临近检测单元的感应强度达到一定范围，即检测到输

入笔与触摸屏的距离小于某一设定阈值时，将该临近检测单元包含 的按键信息在本按

键区域 以及按键上方的放大，即将按键 的长宽等按照一定 比例放大，选择合适 的放大

倍数 ，使得放大后 的控制输入区域 内的按键便于用户准确 的选择 。

触摸检测单元 76: 通过触摸屏的感应层检测和确定触摸位置信息，以获得相应 的

输入信息，终端可根据该输入信息执行相应 的动作 。

上述虚拟键盘在触摸选择某一 图标前，通过临近检测技术，当用户 的输入介质靠

近触摸屏时，即将 图标所在 的控制输入区域放大，用户再进行触摸选择 ，有效避免 了

现有技术中输入位置信息与显示信息不匹配，或者因用户触摸偏差而导致 的选择错误 ，

提高了触摸屏上按键 图标选择 的准确性、可靠性和有效性，有效提高了输入效率，从

而提高了触摸屏的使用效果 以及用户体验 。

将上述实施例有优选实施方式应用于触摸屏上 ，当需要触摸或点击触摸屏上虚拟

键盘的按键时，可将该控制输入显示区放大后再进行触摸选择 ，可有效保证按键选择

的准确性与可靠性，避免 了检测得到的触摸位置与显示区不匹配而导致 的按键选择错

误 ，或者因用户触摸位置偏差而导致需要回退等后续操作导致输入效率降低 。本实施

例提供 的带有临近检测单元的虚拟键盘，包括：临近检测单元 72，用来检测虚拟键盘

区域上方人输入介质 的靠近 ，触摸屏虚拟键盘区域的感应层 由纵横交错 的感应线圈阵

列形成多个感应单元，每个感应单元可 以感应并确认出一个按键位置 。放大显示单元

74，当某一个临近检测单元的感应强度达到一定范围，即检测到输入介质与触摸屏的



距离小于某一设定阈值时，将该临近检测单元包含的按键在本区域以及按键上方放大

显示。触摸检测单元 76，通过感应层检测和确定触摸位置信息，以获得相应的输入信

息，终端可根据该输入信息执行相应的动作。

本实施例中的虚拟键盘，能够在用户的输入介质，比如说电磁笔，靠近触摸屏时，

即感应出按键位置，并放大按键区域，以便用户在放大显示的按键中进行触摸，免去

了小面积按键在输入时发生错误，以及通过修改回退等操作，提高了输入效率。

在本实施中提供了一种通过带临近检测单元的虚拟键盘输入的方法的流程 图，图

8 是根据本发明实施例的通过带临近检测单元的虚拟键盘输入的方法的流程图，如图 8

所示，该流程包括如下步骤：

步骤 S802, 用户在进入信息输入状态时，开启带有临近检测单元的虚拟键盘，在

触摸屏虚拟键盘下方安装有感应线圈，感应层 由纵横交错的感应线圈阵列形成多个感

应单元。当用户的输入介质 （例如，触摸笔）靠近时，通过改变与安装感应线圈的触

摸屏之间的空间距离，可 以使电磁场发生变化；

步骤 S804, 输入介质与触摸屏靠近时，感应线圈电磁场发生变化，因此，可 以设

定一个阈值，当感应强度达到阈值时，计算出触点的位置，发出信号；

步骤 S806, 虚拟键盘检测到步骤 S802 发出的信号，信息输送到输入软件系统，

并将该按键在本区域以及按键上方放大显示。如放大 1.5 倍或 2 倍，具体地，可根据

显示屏实际的显示像素和显示尺寸，选择合适的放大倍数，使得放大后的控制输入区

域内的按键便于用户准确的选择。在实际应用中，由于按键位置与其对应的显示区存

在一定偏差，因此，当检测到的位置位于控制输入区域外侧 已预定举例的临近的区域，

即该控制输入的边缘区域时，也可将获得的位置信息作为控制输入区域的放大信息，

将该控制输入区域放大显示至预设倍数，其中，所述的已预定距离可为根据实际的需

要设定的距离。

经过放大显示，放大显示给用户很直观的感觉，并且在触摸之前就已经将该按键

放大并显示，当用户看到放大后的单元非用户期待输入的按键时，可 以将输入介质水

平移动，到达相应单元上方时，相应的感应单元执行相同动作。

步骤 S808, 用户输入介质触摸放大后的按键，触摸屏最终检测到用户输入，以获

得相应的输入信息，终端可根据该输入信息执行相应的动作。图 9 是根据本发明实施

例图 8 所示方法的输入结果示意图，如图 9 所示，经过放大后的按键，用户基本不会

产生触摸偏差而导致的选择错误。



本实施例提供 的带有临近检测单元的虚拟键盘 ，能够在用户 的输入介质靠近触摸

屏时，可将触摸屏上的控制输入区域放大，用户再进行触摸输入，可有效提高输入按

键 的准确性与有效性，有效解决输入时虚拟键盘的按键触摸错误 ，以及产生错误后 的

二次选择或者回退 ，提高了用户体验 。

显然 ，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应该 明白，上述 的本发 明的各模块或各步骤可 以用通用

的计算装置来实现 ，它们可 以集 中在单个 的计算装置上，或者分布在多个计算装置所

组成 的网络上，可选地 ，它们可 以用计算装置可执行 的程序代码来实现 ，从而，可 以

将它们存储在存储装置中由计算装置来执行 ，并且在某些情况下，可 以以不 同于此处

的顺序执行所示出或描述 的步骤 ，或者将它们分别制作成各个集成 电路模块 ，或者将

它们 中的多个模块或步骤制作成单个集成 电路模块来实现 。这样 ，本发 明不 限制于任

何特定的硬件和软件结合 。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 明的优选实施例而 已，并不用于限制本发 明，对于本领域的技

术人员来说，本发 明可 以有各种更改和变化 。凡在本发 明的精神和原则之 内，所作的

任何修改、等 同替换、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发 明的保护范围之 内。



权 利 要 求 书

1 . 一种检测处理装置，包括：

检测器 ，设置为检测输入介质靠近所述检测器时所引起 的物理属性的变化 ;

处理器 ，设置为根据所述物理属性的变化确定所执行 的操作 。

2 . 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 的检测处理装置，其 中，所述检测器还包括：多个检测单

元，所述检测单元设置为检测所述物理属性的变化 ；所述检测器还设置为根据

检测到所述物理属性的变化 的检测单元的位置确定所述输入介质靠近所述检测

器 的位置 。

3 . 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 的检测处理装置，其 中，所述物理属性包括 以下至少之一 :

电磁感应强度 、光信号强度 。

4 . 根据权利要求 1 至 3 中任一项所述 的检测处理装置，其 中，所述检测器位于触

摸屏之下，所述处理器设置为根据所述物理属性的变化对所述触摸屏的显示进

行调整 。

5 . 根据权利要求 4 所述 的检测处理装置，其 中，在所述触摸屏上显示虚拟键盘的

情况下，所述处理器设置为根据所述物理属性 的变化确定所述输入介质靠近所

述虚拟键盘的位置，并确定所述位置对应 的按键 ，所述处理器确定放大所述按

键在所述触摸屏上的显示面积 。

6 . 一种终端 ，包括权利要求 1 至 5 任一项所述 的检测处理装置 。

7 . 根据权利要求 6 所述 的终端 ，其 中，还包括：输入介质 ，其 中，所述输入介质

为 以下至少之一：电磁笔、能够产生光信号的装置 。

8 . 一种检测处理方法 ，包括：

接收检测到的输入介质靠近时所引起 的物理属性的变化 ；

根据所述物理属性的变化确定所执行 的操作 。

9 . 根据权利要求 8 所述 的方法 ，其 中，所述方法还包括：

根据所述物理属性的变化 的位置确定所述输入介质靠近 的位置 。



10. 根据权利要求 8 或 9 所述 的方法 ，其 中，根据所述物理属性的变化确定所执行

的操作包括：

根据所述物理属性的变化对触摸屏的显示进行调整 。

11. 根据权利要求 10 所述 的方法 ，其 中，根据所述物理属性的变化对触摸屏的显示

进行调整包括：

在所述触摸屏上显示虚拟键盘的情况下，根据所述物理属性的变化确定所

述输入介质靠近所述虚拟键盘的位置，并确定所述位置对应 的按键 ；

确定放大所述按键在所述触摸屏上的显示面积 。

12. 一种检测处理装置，包括：

接收模块 ，设置为接收检测到的输入介质靠近时所引起 的物理属性的变化 ;

确定模块 ，设置为根据所述物理属性的变化确定所执行 的操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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