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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成像传感器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压力成像传感器，一个压

力成像像素包括一个MEMS压力传感器和一个选

通电路，有一个选通信号输入端和一个传感电压

输出端；A个压力成像像素组成一个像素组，一个

像素组内的A个压力成像像素的选通信号输入端

连接在一起，一个像素组内的A个压力成像像素

的传感电压输出端互不相连作为A个传感电压输

出端； 个像素组共用A个传感电压输出

端， 个像素组共有 个选通信号输

入端；二进制译码电路有M+N个译码输入信号和

个译码输出信号，每个译码输出信号分

别连接一个像素组的选通信号输入端。本发明能

有效地保留了成像物体的形状与压力特征，目标

提取与模式识别运算量小实时性强；模式识别可

靠性高成像装置隐蔽性强；应用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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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压力成像传感器，其特征在于：包括一个由2M×2N×A个压力成像像素排列而成的压

力成像阵列和一个二进制译码电路，M、N和A为自然数；一个压力成像像素包括一个MEMS压

力传感器和一个选通电路，有一个选通信号输入端和一个传感电压输出端；A个压力成像像

素组成一个像素组，一个像素组内的A个压力成像像素的选通信号输入端连接在一起，一个

像素组内的A个压力成像像素的传感电压输出端互不相连作为A个传感电压输出端；2M+N个

像素组共用A个传感电压输出端，2M+N个像素组共有2M+N个选通信号输入端；二进制译码电路

有M+N个译码输入信号和2M+N个译码输出信号，每个译码输出信号分别连接一个像素组的选

通信号输入端；所述压力成像传感器还包括一个模拟信号链电路和一个数据采集接口电

路；模拟信号链电路包括A个模拟信号通道电路，2M+N个像素组的A个传感电压输出端分别连

接A个模拟信号通道电路的信号输入端；每个模拟信号通道电路包括调零电路、滤波放大电

路、电压跟随电路和模数转换电路；数据采集接口电路包括控制信号译码电路和状态信号

复用电路。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压力成像传感器，其特征在于：还包括像素电压跟随器。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压力成像传感器，其特征在于：所述的二进制译码电路包括n级

译码处理矩阵，n为自然数；第i级译码处理矩阵数量为ki个，i的取值范围为1至n，ki为小于

等于2i-1的自然数，第i级第j个译码处理矩阵命名为Mij，j的取值范围为1至ki；译码处理矩

阵Mij的矩阵行信号线数量为 矩阵列信号线数量为 其中mij和nij均为自然数，译

码处理矩阵Mij包括 个译码输出电路， 个译码输出电路排列成 行 列,

每行译码输出电路同时连接译码处理矩阵的一根矩阵行信号线，每列译码输出电路同时连

接译码处理矩阵的一根矩阵列信号线，每根矩阵行信号线分别连接 个译码输出电路，每

根矩阵列信号线分别连接 个译码输出电路；还包括X个通用译码电路，X为自然数；译码

输出信号数量为2M+N；译码输出信号与第一级译码处理矩阵相连；第一级译码处理矩阵至第

n级译码处理矩阵依次相连，超多译码器还设置有停止因数s，s为大于等于2的自然数；当第

i级第j个译码处理矩阵Mij的矩阵行信号线数量 大于2s时，Mij的所有矩阵行信号都与

第i+1级译码处理矩阵中的一个译码处理矩阵中的所述译码输出电路一一相连，且与Mij的

所有矩阵行信号相连的第i+1级译码处理矩阵的译码输出电路数量为 个，否则Mij的矩

阵行信号都与一个通用译码电路相连，且该通用译码电路的译码输出信号数量至少为

个；当第i级第j个译码处理矩阵Mij的矩阵列信号线数量 大于2s时，Mij的矩阵列信号都

与第i+1级译码处理矩阵中的一个译码处理矩阵中的所述译码输出电路一一相连，且与Mij

的所有矩阵行信号相连的第i+1级译码处理矩阵的译码输出电路数量为 个，反之Mij的

矩阵列信号都与一个通用译码电路相连，且该通用译码电路的译码输出信号数量至少为

个；第n级译码处理矩阵数量为kn个，kn为小于等于2n-1的自然数，第n级译码处理矩阵中

的每一个译码处理矩阵的行信号线数量和列信号线数量均小于2s，第n级译码处理矩阵中

的每一个译码处理矩阵的行信号线或列信号线分别与一个通用译码电路相连；与第n级第j

个译码处理矩阵Mnj的矩阵行信号线相连的通用译码电路的译码输出信号大于等于Mnj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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矩阵行信号线数量 与第n级第j个译码处理矩阵Mnj的矩阵列信号线相连的通用译码

电路的译码输出信号大于等于Mnj的矩阵列信号线数量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压力成像传感器，其特征在于：所述第i级译码处理矩阵的数量

ki等于2i-1；所述译码处理矩阵Mij的矩阵行信号线数量 和矩阵列信号线数量 关系

为：mij与nij的差值为-1～+1；所述通用译码电路数量X等于2n；所述停止因数s等于4；所述

通用译码电路均与第n级译码处理矩阵相连，与第n级第j个译码处理矩阵Mnj的矩阵行信号

线相连的通用译码电路的译码输出信号等于Mnj的矩阵行信号线数量 与第n级第j个

译码处理矩阵Mnj的矩阵列信号线相连的通用译码电路的译码输出信号等于Mnj的矩阵列

信号线数量

5.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压力成像传感器，其特征在于：所述译码输出电路为二输入或

门。

6.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压力成像传感器，其特征在于：所述通用译码电路为四-十六译

码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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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成像传感器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成像技术领域，特别涉及压力成像领域，具体是指利用MEMS压力传感

器阵列组成压力成像像素，通过采集压力成像传感器的数据而得到施压物体图像信息的传

感器。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MEMS传感器技术的不断发展，原本笨重的传感器可以做得非常小巧，非常便

于将传感器组成阵列，从而实现之前无法实现的功能和技术突破。目前成像技术主要为波

成像技术，例如可见光光波、红外光波、超声波、雷达电磁波。上述波成像技术信息量大，较

为全面地反映了成像物体的信息。但同时由于信息量大，给目标提取、模式识别等自动提取

和识别带来了大量的无用运算。此外由于信息量大，成像物体信息较全，也容易触犯个人隐

私。而压力成像技术去除了大量不必要的信息，保留了成像物体特征，目标提取和自动识别

难度小、运算量小，而且不容易侵犯隐私，在一些具体的应用领域具有独特的优势。压力成

像技术可以应用到安防领域、智能家居、病人监护、数量统计、工业辨识、民用消费电子和国

防科技等应用领域。在安防领域中，通过足底成像可以识别出是否为正常情况，而且隐蔽性

好。智能家居领域中可以用于睡眠感知、人体定位等。将压力成像传感器安装于病床上可以

实现病人姿势监护，且不会触犯隐私。将压力成像传感器安装在门口、交通道路等地面下，

可以统计流量。在工业流水线上，压力成像传感器可以监控产品质量，如空瓶识别等。提高

压力传感器的集成度，可以将压力成像传感器做成触摸屏，而且触摸点数量可以远远大于

现有的触摸屏。由此可见，压力成像技术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是解决上述问题，提供一种有效地保留了成像物体的形状与压力特

征，目标提取与模式识别运算量小实时性强，而且识别可靠性高成像装置隐蔽性强；并且成

像装置不会侵犯隐私；同时应用广泛的压力成像传感器。

[0004] 本发明的压力成像传感器，包括一个由2M×2N×A个压力成像像素排列而成的压力

成像阵列和一个二进制译码电路，M、N和A为自然数；一个压力成像像素包括一个MEMS压力

传感器和一个选通电路，有一个选通信号输入端和一个传感电压输出端；A个压力成像像素

组成一个像素组，一个像素组内的A个压力成像像素的选通信号输入端连接在一起，一个像

素组内的A个压力成像像素的传感电压输出端互不相连作为A个传感电压输出端；2M+N个像

素组共用A个传感电压输出端，2M+N个像素组共有2M+N个选通信号输入端；二进制译码电路有

M+N个译码输出信号和2M+N个译码输出信号，每个译码输出信号分别连接一个像素组的选通

信号输入端；所述压力成像传感器还包括一个模拟信号链电路和一个数据采集接口电路；

模拟信号链电路包括A个模拟信号通道电路，2M+N个像素组的A个传感电压输出端分别连接A

个模拟信号通道电路的信号输入端；每个模拟信号通道电路包括调零电路、滤波放大电路、

电压跟随电路和模数转换电路；数据采集接口电路包括控制信号译码电路和状态信号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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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路。

[0005] 进一步地，还包括像素电压跟随器。

[0006] 进一步地，所述的二进制译码电路包括n级译码处理矩阵，n为自然数；第i级译码

处理矩阵数量为ki个，i的取值范围为1至n，ki为小于等于2i-1的自然数，第i级第j个译码处

理矩阵命名为Mij，j的取值范围为1至ki；译码处理矩阵Mij的矩阵行信号线数量为 矩

阵列信号线数量为 其中mij和nij均为自然数，译码处理矩阵Mij包括 个译码输

出电路， 个译码输出电路排列成 行 列,每行译码输出电路同时连接译码处理

矩阵的一根矩阵行信号线，每列译码输出电路同时连接译码处理矩阵的一根矩阵列信号

线，每根矩阵行信号线分别连接 个译码输出电路，每根矩阵列信号线分别连接 个译

码输出电路；还包括X个通用译码电路，X为自然数；译码输出信号数量为2M+N；译码输出信号

与第一级译码处理矩阵相连；第一级译码处理矩阵至第n级译码处理矩阵依次相连，所述超

多译码器还设置有停止因数s，s为大于等于2的自然数；当第i级第j个译码处理矩阵Mij的

矩阵行信号线数量 大于2s时，Mij的所有矩阵行信号都与第i+1级译码处理矩阵中的一

个译码处理矩阵中的所述译码输出电路一一相连，且与Mij的所有矩阵行信号相连的第i+1

级译码处理矩阵的译码输出电路数量为 个，否则Mij的矩阵行信号都与一个通用译码电

路相连，且该通用译码电路的译码输出信号数量至少为 个；当第i级第j个译码处理矩阵

Mij的矩阵列信号线数量 大于2s时，Mij的矩阵列信号都与第i+1级译码处理矩阵中的一

个译码处理矩阵中的所述译码输出电路一一相连，且与Mij的所有矩阵行信号相连的第i+1

级译码处理矩阵的译码输出电路数量为 个，反之Mij的矩阵列信号都与一个通用译码电

路相连，且该通用译码电路的译码输出信号数量至少为 个；第n级译码处理矩阵数量为

kn个，kn为小于等于2n-1的自然数，第n级译码处理矩阵中的每一个译码处理矩阵的行信号

线数量和列信号线数量均小于2s，第n级译码处理矩阵中的每一个译码处理矩阵的行信号

线或列信号线分别与一个通用译码电路相连；与第n级第j个译码处理矩阵Mnj的矩阵行信

号线相连的通用译码电路的译码输出信号大于等于Mnj的矩阵行信号线数量 与第n级

第j个译码处理矩阵Mnj的矩阵列信号线相连的通用译码电路的译码输出信号大于等于Mnj

的矩阵列信号线数量

[0007] 进一步地，所述第i级译码处理矩阵的数量ki等于 所述译码处理矩阵Mij的矩

阵行信号线数量 和矩阵列信号线数量 关系为：mij与nij的差值为-1～+1；所述通用

译码电路数量X等于2n；所述停止因数s等于4；所述通用译码电路均与第n级译码处理矩阵

相连，与第n级第j个译码处理矩阵Mnj的矩阵行信号线相连的通用译码电路的译码输出信

号等于Mnj的矩阵行信号线数量 与第n级第j个译码处理矩阵Mnj的矩阵列信号线相连

的通用译码电路的译码输出信号等于Mnj的矩阵列信号线数量

[0008] 进一步地，所述译码输出电路为二输入或门。

[0009] 进一步地，所述通用译码电路为四-十六译码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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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0] 综上所述，本发明所提供的压力成像传感器具有如下优点：

[0011] 1、有效地保留了成像物体的形状与压力特征，目标提取与模式识别运算量小实时

性强；

[0012] 2、模式识别可靠性高成像装置隐蔽性强；成像装置不会侵犯隐私；

[0013] 3、应用广泛。

附图说明

[0014] 图1为压力成像传感器结构图；

[0015] 图2为压力成像像素原理图；

[0016] 图3为一个像素组的原理图；

[0017] 图4为一个像素组阵列的原理图；

[0018] 图5为二进制译码电路原理图；

[0019] 图6为本实施例中优选的二进制译码电路原理图；

[0020] 图7为编码处理矩阵M11的原理图；

[0021] 图8为编码处理矩阵M21的原理图；

[0022] 图9为编码处理矩阵M22的原理图；

[0023] 图10为译码输出电路的电路图；

[0024] 图11为通用译码器电路图；

[0025] 图12为模拟信号链电路原理图；

[0026] 图13为数据采集接口电路原理框图；

[0027] 图14为状态信号复用电路原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8]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做详细的说明。

[0029] 本发明的压力成像传感器，包括一个由2M×2N×A个压力成像像素排列而成的压力

成像阵列和一个二进制译码电路，M、N和A为自然数；一个压力成像像素包括一个MEMS压力

传感器和一个选通电路，有一个选通信号输入端和一个传感电压输出端；A个压力成像像素

组成一个像素组，一个像素组内的A个压力成像像素的选通信号输入端连接在一起，一个像

素组内的A个压力成像像素的传感电压输出端互不相连作为A个传感电压输出端；2M+N个像

素组共用A个传感电压输出端，2M+N个像素组共有2M+N个选通信号输入端；二进制译码电路有

M+N个译码输出信号和2M+N个译码输出信号，每个译码输出信号分别连接一个像素组的选通

信号输入端；所述压力成像传感器还包括一个模拟信号链电路和一个数据采集接口电路；

模拟信号链电路包括A个模拟信号通道电路，2M+N个像素组的A个传感电压输出端分别连接A

个模拟信号通道电路的信号输入端；每个模拟信号通道电路包括调零电路、滤波放大电路、

电压跟随电路和模数转换电路；数据采集接口电路包括控制信号译码电路和状态信号复用

电路；所述压力成像传感器还包括像素电压跟随器。进一步地，所述的二进制译码电路包括

n级译码处理矩阵，n为自然数；第i级译码处理矩阵数量为ki个，i的取值范围为1至n，ki为小

于等于2i-1的自然数，第i级第j个译码处理矩阵命名为Mij，j的取值范围为1至ki；译码处理

矩阵Mij的矩阵行信号线数量为 矩阵列信号线数量为 其中mij和nij均为自然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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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码处理矩阵Mij包括 个译码输出电路， 个译码输出电路排列成 行

列,每行译码输出电路同时连接译码处理矩阵的一根矩阵行信号线，每列译码输出电路同

时连接译码处理矩阵的一根矩阵列信号线，每根矩阵行信号线分别连接 个译码输出电

路，每根矩阵列信号线分别连接 个译码输出电路；还包括X个通用译码电路，X为自然

数；译码输出信号数量为2M+N；译码输出信号与第一级译码处理矩阵相连；第一级译码处理

矩阵至第n级译码处理矩阵依次相连，所述超多译码器还设置有停止因数s，s为大于等于2

的自然数；当第i级第j个译码处理矩阵Mij的矩阵行信号线数量 大于2s时，Mij的所有矩

阵行信号都与第i+1级译码处理矩阵中的一个译码处理矩阵中的所述译码输出电路一一相

连，且与Mij的所有矩阵行信号相连的第i+1级译码处理矩阵的译码输出电路数量为 个，

否则Mij的矩阵行信号都与一个通用译码电路相连，且该通用译码电路的译码输出信号数

量至少为 个；当第i级第j个译码处理矩阵Mij的矩阵列信号线数量 大于2s时，Mij的

矩阵列信号都与第i+1级译码处理矩阵中的一个译码处理矩阵中的所述译码输出电路一一

相连，且与Mij的所有矩阵行信号相连的第i+1级译码处理矩阵的译码输出电路数量为

个，反之Mij的矩阵列信号都与一个通用译码电路相连，且该通用译码电路的译码输出信号

数量至少为 个；第n级译码处理矩阵数量为kn个，kn为小于等于2n-1的自然数，第n级译码

处理矩阵中的每一个译码处理矩阵的行信号线数量和列信号线数量均小于2s，第n级译码

处理矩阵中的每一个译码处理矩阵的行信号线或列信号线分别与一个通用译码电路相连；

与第n级第j个译码处理矩阵Mnj的矩阵行信号线相连的通用译码电路的译码输出信号大于

等于Mnj的矩阵行信号线数量 与第n级第j个译码处理矩阵Mnj的矩阵列信号线相连的

通用译码电路的译码输出信号大于等于Mnj的矩阵列信号线数量 进一步地，所述第i

级译码处理矩阵的数量ki等于2i-1；所述译码处理矩阵Mij的矩阵行信号线数量 和矩阵

列信号线数量 关系为：mij与nij的差值为-1～+1；所述通用译码电路数量X等于2n；所述

停止因数s等于4；所述通用译码电路均与第n级译码处理矩阵相连，与第n级第j个译码处理

矩阵Mnj的矩阵行信号线相连的通用译码电路的译码输出信号等于Mnj的矩阵行信号线数

量 与第n级第j个译码处理矩阵Mnj的矩阵列信号线相连的通用译码电路的译码输出

信号等于Mnj的矩阵列信号线数量 进一步地，所述译码输出电路为二输入或门。进一

步地，所述通用译码电路为四-十六译码器。

[0030] 为了更清楚地理解本发明的技术内容，特举包括一个28×28×16个压力成像像素

排列而成的压力成像阵列，一个(8+8)至28+8的二进制译码电路的压力成像传感器为例来

进行说明。

[0031] 图2为压力成像像素原理图。一个压力成像像素包括一个MEMS压力传感器、一个选

通电路和一个像素电压跟随器，有一个选通信号输入端和一个传感电压输出端。②在本实

施例中MEMS压力传感器选用纳微公司的NW104-D0100，传感器的传感电压输出连接一个由

场效应管组成的电压跟随器，该电压跟随器在此被称为像素电压跟随器，电压跟随器的输

出连接一个低电压导通的场效应管的源极。场效应管在此作为选通电路，低电压导通场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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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管的栅极是选通信号输入端，低电压导通场效应管的漏极作为传感电压输出端。当选通

信号输入端的电压为低电平时，低电压导通场效应管导通，电压跟随器的输出电压将传递

到传感电压输出端。

[0032] 图3是由16个压力成像像素组成的一个像素组的原理图。一个像素组内的16个压

力成像像素的选通信号输入端连接在一起，一个像素组内的16个压力成像像素的传感电压

输出端互不相连作为16个传感电压输出端。

[0033] 图4为28行28列像素组排列而成的阵列。28+8个像素组共用16个传感电压输出端，

28+8个像素组共有28+8个选通信号输入端。

[0034] 图6为在本实施例中优选的二进制译码电路原理框图。第i级译码处理矩阵的数量

ki等于2i-1；译码处理矩阵Mij的矩阵行信号线数量 和矩阵列信号线数量 满足条件：

mij和nij之差大于等于-1小于等于1；通用译码电路数量X等于2n；所述停止因数s等于4；通

用译码电路均与第n级译码处理矩阵相连，与第n级第j个译码处理矩阵Mnj的矩阵行信号线

相连的通用译码电路的译码输出信号等于Mnj的矩阵行信号线数量 与第n级第j个译

码处理矩阵Mnj的矩阵列信号线相连的通用译码电路的译码输出信号等于Mnj的矩阵列信

号线数量 如图6所示，第一级译码处理矩阵的数量k1等于21-1＝1个，第二级译码处理

矩阵的数量k2等于22-1＝2个，在图6中共使用了2级译码处理矩阵。第二级译码处理矩阵中

的每一个译码处理矩阵的行信号线数量和列信号线数量均小于24＝16，4为停止因数，因此

第二级译码处理矩阵为最后一级译码处理矩阵。译码处理矩阵M11的矩阵行信号线数量均

为28，行信号线与列信号线数量相等，行信号线数量与列信号线数量以2为底的对数之差大

于等于-1小于等于1。译码处理矩阵M21的矩阵行信号线数量均为24，行信号线与列信号线

数量相等，行信号线数量与列信号线数量以2为底的对数之差大于等于-1小于等于1。译码

处理矩阵M22的矩阵行信号线数量均为24，行信号线与列信号线数量相等，行信号线数量与

列信号线数量以2为底的对数之差大于等于-1小于等于1。通用译码电路数量等于22＝4个。

通用译码电路均与第二级译码处理矩阵相连。与第二级译码处理矩阵的矩阵行信号线相连

的通用译码电路的译码输出信号等于第二级矩阵行信号线数量,与第二级译码处理矩阵的

矩阵列信号线相连的通用译码电路的译码输出信号等于第二级矩阵列信号线数量。

[0035] 图10为译码输出电路的电路图。由图可见，译码输出电路实现的逻辑功能为或门。

当两个输入端均为低电平时，或门的输出为低电平。当任一个输入信号为高电平时，或门的

输出为高电平。

[0036] 图11为通用译码器电路图。通用译码器选用TI公司的四-十六译码器SN54154芯

片。SN54154芯片的第20-23引脚为译码输入，第0-11和第13-17引脚为译码输出。第0-15引

脚仅有一个引脚输出低电平，其余引脚输出高电平。由第20-23引脚决定哪一个译码输出引

脚输出低电平。例如第23-20引脚的译码输入为1101，二进制1101等于13，则第13根译码输

出引脚输出低电平，对应的是芯片的第15引脚，而其他的译码输出引脚输出高电平。

[0037] 图12为模拟信号链电路原理图。在本实施例中，模拟信号链电路包括16个模拟信

号通道电路，28+8个像素组的16个传感电压输出端分别连接16个模拟信号通道电路的信号

输入端。每个模拟信号通道电路包括调零电路、滤波放大电路、电压跟随电路和模数转换电

路；数据采集接口电路用于减少整个压力成像传感器的状态信号、控制信号和数据输出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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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包括控制信号译码电路、状态信号复用电路和数据输出复用电路。OPPS1-OPPS16为16个

四运放运算放大器，所选用的芯片为TI公司的OPA4140芯片。该芯片片内集成了4个运算放

大器，该芯片的第1-3引脚为片内第一个运算放大器的引脚，该运算放大器组成调零电路。

调零电压由稳压二极管和电阻分压网络产生。OPA4140芯片的5-7引脚为片内第二个运算放

大器的引脚，第二个运算放大器为第一级放大滤波电路，具有信号电压放大和滤波的功能。

OPA4140芯片的8-10引脚为片内第三个运算放大器的引脚，第三个运算放大器为第二级放

大滤波电路，具有信号电压放大和滤波的功能。OPA4140芯片的12-14引脚为片内第四个运

算放大器的引脚，第四个运算放大器为电压跟随电路。ADPS1-ADPS16为16个8bit模数转换

器，所选用的芯片为ADI公司的AD670S芯片。该芯片的第18引脚为模拟信号输入引脚，第15

引脚为使能引脚，第1-8引脚为模数转换输出，第9引脚为状态输出引脚，第13引脚为读写引

脚。当使能引脚为低电平时，模数转换输出引脚正常输出，当使能引脚为高电平时，模数转

换输出引脚为高阻状态，状态输出引脚反应AD670S芯片是否完成了一次模数转换，读写引

脚为低电平时，启动AD670S进行下一次模数转换。16个模数转换器的模数转换输出共用8个

模数转换输出ADPS-D0～ADPS-D15。

[0038] 图13为数据采集接口电路原理框图。数据采集接口电路用于减少整个压力成像传

感器的状态信号、控制信号和数据输出信号，包括控制信号译码电路和状态信号复用电路。

如图13所示，数据采集接口电路包括两个四-十六译码电路和一个十六至一复用电路，两个

四-十六译码电路与图11的电路原理完全相同，在此用作控制信号译码电路，IFDCD1为使能

信号译码电路，IFDCD2为AD670S的读写信号译码电路，IFSEL1为十六至一复用电路，在此用

作状态信号复用电路。在本实施例中，由于16个8bit模数转换器共用8个模数转换输出，因

此在同一时刻只有一个模数转换器能数据输出，即只有一个模数转换器的读写引脚和使能

引脚为低电平，通过两个四-十六译码电路的输出连接到16个读写引脚和16个使能引脚上，

就可以实现在同一时刻只有一个模数转换器能数据输出，实现共用引脚的分时复用，从而

减少了整个压力成像传感器的状态信号、控制信号和数据输出信号。16个8bit模数转换器

的状态引脚连接到十六至一复用电路的数据输入端，通过使能译码信号CEOUT1-CEOUT4控

制哪一个模数转换器的状态引脚信号输出到十六至一复用电路的数据复用引脚上。从而实

现了16个8bit模数转换器的状态引脚的分时状态采集，减少整个压力成像传感器的状态信

号。

[0039] 图14为状态信号复用电路原理图。该电路为十六至一复用电路，选用TI公司的

SN54AS250A芯片。该芯片的第1-8引脚和16-23引脚为数据输入端引脚，第11-15引脚为控制

输入引脚，第10引脚为数据复用引脚，第11-15引脚状态决定第1-8引脚和16-23引脚的其中

一个引脚信号输出到数据复用引脚第10脚上。

[0040] 设译码输入信号为1101  0110  0011  1001，其十六进制为d  6  3  9，其十进制为13 

6  3  9。DCD1的第13根译码输出引脚为低电平，其余译码输出引脚为高电平；DCD2的第6根译

码输出引脚为低电平，其余译码输出引脚为高电平。M21译码处理矩阵的第13根矩阵行信号

线为低电平，第6根矩阵列信号线为低电平，其余的行信号线和列信号线均为高电平。则第

13×16+6＝214个译码输出电路所连接的行信号线和列信号线均为低电平，由于译码输出

电路为二输入或门，因此只有第214个译码输出电路的输出信号R213为低电平，其余输出信

号为高电平。同理M22译码处理矩阵的第3×16+9＝57个译码输出电路的输出信号C56为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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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平，其余输出信号为高电平。译码处理矩阵M11的第214根矩阵行信号线和第57根矩阵列

信号线为低电平，其余矩阵行信号线和矩阵列信号线均为高电平，则第214×256+57＝

54841个译码输出电路所连接的矩阵行信号线和矩阵列信号线均为低电平，其余译码输出

电路的行信号线和列信号线至少有一个为高电平。由于译码输出电路为二输入或门，因此

第54841个译码输出电路的输出信号OUT54840为低电平，其余译码输出电路的输出信号均

为高电平。由于像素组的选通电路为低电平选通，因此只有第54841个像素组被选通，第

54841个像素组的16个传感电压输出端分别输出16个传感电压输出信号VOUT1-VOUT16，从

而避免了多个压力成像像素的传感电压输出到同一根传感电压输出信号线上，避免了总线

冲突。译码输入信号不同，被选通的像素组也不同。

[0041] 虽然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进行了详细地描述，但不应理解为对本专

利的保护范围的限定。在权利要求书所描述的范围内，本领域技术人员不经创造性劳动即

可做出的各种修改和变形仍属本专利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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