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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最近帮个兄弟做 QTouch 的项目，看了看文档，玩心起来花了一天

翻译出来，方便坛子里的朋友。 

时间仓促，水平有限，翻的不妥的地方请告诉我。还有一些地方

没太琢磨明白，像“drift”在这里的意思和用法等，留着做项目的时

候再体会。当然高手直接告诉了更好。 

转载啥的都没关系，出于对 ouravr 论坛的感情，请注明出处。 

我的联系方式：QQ 402046257，欢迎交流技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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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介绍 

AT QTouchTM 库为基于 ATMEL 的电容感应按键、滑条、滚轮的硬件应用提
供支持，库文件可以用于 IAR 和 GCC 编译器。 

库提供了一个库文件和一个 C 的头文件连接用户代码。本文件说明了库的操
作以及用户如何在固件应用中使用它。 

本文件在阅读中应参考以下文档： 
l Atmel’s QTouch Library Overview  
l Atmel’s QTouch Library Datasheet  

2 在应用中增加触摸传感 

2.1 介绍 

通过连接库文件并在程序中包含指定的头文件，并在应用中调用库内定义的
函数即可以向应用中增加感应功能。 

图 1-1 为一种典型应用，通道 0~2 为滚轮，3~5 为滑条，6、7 为按键。 

 
库函数仅在主程序调用时才会运行。应用库会占用一些 ROM、RAM、寄存

器和 IO 端口；但不占用定时器、中断和其他的片上资源。库只管触摸感应，用
户必须自己搞定其他的像检测开关、点 LED 或者通讯的功能⋯⋯ 
 

2.2 应用程序流程 

在应用中增加触摸感应时应用 QTouch 库的主要流程如图 2-2，步骤包括： 
² 主应用调用“qt_reset-sensing()”复位全部的通道和感应参数到默认值，



这个功能仅用于主程序需要在运行中动态调整库的配置的场合（选用）； 
² 主程序根据需要调用“qt_enable_key()”，“qt_enable_rotor”以及

“qt_enable_slider()”来配置触摸感应功能； 
² 主程序调用“qt_init_globals()”来初始化库函数要用到全局的门限参数，

如果用户需要改变门限参数可以通过调用这个函数并调整其参数来实
现； 

² 主程序调用“qt_init_sensing()”来初始化库； 
² 接下来，主程序需要调用“qt_measure_channels()”来进行感应检测；

每次调用这个函数后，均可以通过检查全局变量“qt_touch_status”来
搞清楚按键的情况、滚轮的角度、滑条的位置。 

图 2-2 应用流程 

 
 

2.3 主程序的要求 

为了让触摸功能正常工作，主程序要遵循以下要求： 
² 在应用 main.c 和 touch_api.h 前应正确地下载数据手册，检查： 
n 对于选定的芯片是否支持 Debug-Port 
n 对于选定的芯片是否有 CLKPR 寄存器，如果没有去掉 CLKPR 状态； 



n MCUCR 寄存器是否存在，且禁止 IO 口的上拉电阻； 
n 检查定时器寄存器和位单元是否正确，如果不对的话则进行必要的修改； 

² 必须提供正确的计时（这个问题暂时不理解）；  
n 计时信息将作为“qt_measure_sensors()”的参数传递给库，用在定时对

库进行操作的应用中； 
² 当调用库时，IO 口的内部上拉电阻必须是禁止的； 
n 通过置位“PUD”位来搞定（在 MCUCR 寄存器里） 

² 应该按照一个合理的频度来调用库函数检测按键，以便不错过按键动作； 
n 当调用库函数的时候主程序是不工作的，因此要在按键的敏感度和主程

序的执行效率中做必要的折衷； 
² 保证有足够的堆栈深度提供给主程序和库函数； 
n 主程序的堆栈设置必须足够大，要放够自己的调库函数和中断处理函数

之用； 
n 对于不同配置的库应用所需的堆栈尺寸如表 2-1 所示。 

Configuration  CSTACK size  RSTACK size  

ONLY KEYS  0x18  0x10  

KEYS/ROTOR/SLIDER  0x2A  0x18  

 
2.3.1 配置选项 

基于不用的应用需求，用户可以通过编辑工程选项和添加预处理标识
_ROTOR_SILDER_来进行选择。 
2.3.1.1 对于按键/滚轮/滑条配置 

如果用户希望使用按键/滚轮/滑条配置，应按以下步骤处理： 
对 IAR-EWAVR 系统 

选择 IAR 中的 project options→C/C++ complier→Preprocess Tab 
添加标识 _ROTOR_SLIDER_ 



 
对 WINAVR-GCC 系统 
选择 Project Configuration Options→General Options → Active Configuration 
如果用 QMatrix： 
在下拉框中选择对应的配置类型 

 



如果用 QTouch: 
如图添加标识 _ROTOR_SLIDER_ 

 

2.3.1.2 对于只有按键的配置 
如果用户系统中只用到按键，则按一下步骤处理： 
对 IAR-EWAVR 系统 
选择 IAR 中的 project options→C/C++ complier→Preprocess Tab 
删除标识 _ROTOR_SLIDER_（如果有的话） 
对 WINAVR-GCC 系统 
选择 Project Configuration Options→General Options → Active Configuration 
如果用 QMatrix： 
在下拉框中选择对应的配置类型 



 
如果用 QTouch: 
如图删除标识 _ROTOR_SLIDER_ 

 
2.4 例程 

这里反正就是说随库一起提供的有大堆的例程，也确实有，可以参考。这个
就不仔细译了⋯⋯ 
 



3 使用库 

3.1 感应通道 

3.1.1 禁用感应通道 
按照默认值，所有的通道都是禁用的，主程序可以把不用的通道作为普通 IO

使用； 
3.1.2 感应器顺序 

感应器是按照使能（启用）的顺序来编号的，如下： 
/* enable slider */  
qt_enable_slider( CHANNEL_0, CHANNEL_2, NO_AKS_GROUP, 16, 
HYST_6_25, RES_8_BIT, 0 );  
/* enable rotor */  
qt_enable_rotor( CHANNEL_3, CHANNEL_5, NO_AKS_GROUP, 16, HYST_6_25, 
RES_8_BIT, 0 );  
/* enable keys */  
qt_enable_key( CHANNEL_6, AKS_GROUP_2, 10, HYST_6_25 );  
qt_enable_key( CHANNEL_7, AKS_GROUP_2, 10, HYST_6_25 ); 
在这段代码中，通道 0-2 的滑条成为感应器 0，因为它是第一个被使能的；

如果“qt_touch_status.sensor_states”的 bit0 被置位，则这个滑条就正在检
测中；同样的通道 3-5 上的滚轮是感应器 1，6 和 7 通道上的键是感应器 2、
3。当然上面的代码也可以写做： 

/* enable rotor */  
qt_enable_rotor( CHANNEL_3, CHANNEL_5, NO_AKS_GROUP, 16, HYST_6_25, 
RES_8_BIT, 0 );  
/* enable keys */  
qt_enable_key( CHANNEL_6, AKS_GROUP_2, 10, HYST_6_25 );  
qt_enable_key( CHANNEL_7, AKS_GROUP_2, 10, HYST_6_25 );  
/* enable slider */  
qt_enable_slider( CHANNEL_0, CHANNEL_2, NO_AKS_GROUP, 16, 
HYST_6_25, RES_8_BIT, 0 ); 

这样滚轮是感应器 0，键是感应器 1、2，滑条则放到了感应器 3 上； 
所以感应器是按照使能的顺序来编号的，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调整。 
 

在“sensor_deltas”数组里所报告的数据是对应每个感应器而不是通道的。
数值的顺序也依赖于感应器使能的顺序。在上面的例子里，sensor_deltas[0]是通
道 3-5 的滚轮感应器的总体变化量；sensor_deltas[1]，sensor_deltas[2]则是通道
6、7 的按键的变化量，sensor_deltas[3]是通道 0-2 的滑条的总体变化量； 
 
 



3.2 中断 

在感应器进行感应操作接近临界值的时候会禁止中断，但这个过程一般只有
数个时钟周期，因此在按键感应的过程中，用户应用的中断基本是良好响应的。
但是，为了保证感应的正常进行，用户的中断服务程序的处理时间应该越短越
好。做为首要的规则，在电容感应工作的时候进行的中断服务程序不应超过 1ms。
这可以在系统开发的时候通过示波器来测量，如果用户没有按键，而感应器上
的波形间隔超过了 1ms，则是用户的中断服务程序影响到了感应测量。（对这段
话我还没有深刻理解，恐怕要到实际调试过才能搞明白） 
 

3.3 工作频率和充电/保持周期的关系 

 

3.4 感应器检测 

3.4.1 避免串扰 
为了避免串扰，在 QTouch 库中，临近的感应器是不会被同时测量的。这就

意味着有的感应器配置会比其他的配置方式用的检测时间更长一些。 
比如说，如果 8 个通道被配置为 8 个按键，库函数会先检测 0、2、4、8 通

道，而后再检测 1、3、5、7 通道。所以呢，如果用户打算设计一个 4 按键的系
统，那么把四个按键全部配置到奇数通道或者偶数通道，会使得 4 个按键被同
时检测。那就意味着库的响应更快，功耗更低，因此建议在设计时依照这个方
式去做。 
3.4.2 多重检测 

在特定的条件下，库函数会自动的对感应器进行多次检测，典型的情况是在
传感器进行校准、进入检测滤波、退出检测滤波时，在遇到上述情况时，库函
数在返回前会进行多次检测，这就意味着有时库函数的调用会比通常时刻花费
更多的时间。 
3.4.3 检测限制 

在连续检测 8192 次后，库函数会自动地停止检测，同时在通道会报告逻辑



电平 1。这个限制对于实际应用来说是足够长的，这样做的目的是防止采样电容
短路造成硬件故障。 
3.4.4 连接库函数 

在 building 主程序只有确实调用了库函数的时候库才会被连接到代码中，这
样在没有调用“qt_reset_sensing()”和“qt_calibrate_sensing()”时可以降低代码
空间的消耗。这并非总是有效的。 
3.4.5 滤波信号检测 

库还提供了一个函数指针“qt_filter_callback”，用户可以用这个钩子实现对
测量信号的滤波。在电容感应测量后，这个指针会“非空”，库会调用函数处理
这些数据，即便还没有进行过感应测量。 

这就是说库函数里为用户开放了一个有用的数字滤波器，这样可以提高代码
的利用率。下面提供了一些例程，有兴趣的用户可以自己去看看。 

4  API 接口 

4.1 介绍 

这一段定义了 API。没啥必须读的，有兴趣的自学吧 

4.2 常量 

表中是常量定义，绝对不能改。 
常量 说明 
QT_NUM_CHANNELS  库支持的通道数 
QT_MAX_NUM_ROTORS_SLIDE
RS  

库支持的最大的滚轮/滑条个数 

4.3 数据类型定义 

4.3.1 类型定义（这个也要译的话那还是用机械按键吧） 
Typedef  Notes  
uint8_t  An unsigned 8-bit number.  
Uint16_t  An unsigned 16-bit number.  
Int16_t  A signed 16-bit number.  
Threshold_t  An unsigned 8-bit number setting a sensor detection 

threshold  
4.3.2 枚举定义 
Name  Values  Notes  



Sensor_t  SENSOR_TYPE_UNASSI
GNED  
SENSOR_TYPE_KEY,  
SENSOR_TYPE_ROTOR,  
SENSOR_TYPE_SLIDER  

需要定义的感应器的类型 

aks_group_t  NO_AKS_GROUP  
AKS_GROUP_1  
AKS_GROUP_2  
AKS_GROUP_3  
AKS_GROUP_4  
AKS_GROUP_5  
AKS_GROUP_6  
AKS_GROUP_7  

感应器所在的 AKS 组（关于 AKS 要看另一篇
touch sensor design guide） 
NO_AKS_GROUP =感应器不在 AKS 组中 
AKS_GROUP_x = 感应器在第 X 组中.  

channel_t  CHANNEL_0  
CHANNEL_1  
CHANNEL_2  
CHANNEL_3  
CHANNEL_4  
CHANNEL_5  
CHANNEL_6  
CHANNEL_7  
⋯  
(Number_of 
channels-1)  

The channel(s) in a sensor.  

Hysteresis_t  HYST_50  
HYST_25  
HYST_12_5  
HYST_6_25  

感应器的检测滞后值，用检测门限值的百分数
表示  
HYST_x =滞后值是门限的 x%，注意 2 是最低
限。比如门限值是 20，则 
HYST_50 = 10 (50 percent of 20)  
HYST_25 = 5 (25 percent of 20)  
HYST_12_5 = 2 (12.5 percent of 20)  
HYST_6_25 = 2 (6.25 percent of 20 = 1, but set 
to the hard limit of 2)  

recal_thresh
old_t  

RECAL_100  
RECAL_50  
RECAL_25  
RECAL_12_5  
RECAL_6_25  

感应器重校准门限；以检测门限值的百分数表
示 
RECAL_x = 重校准门限是门限值的 x%，最小取
值为 4  
Example: if detection threshold = 40, then:  
RECAL_100 = 40 (100 percent of 40)  
RECAL_50 = 20 (50 percent of 40)  
RECAL_25 = 10 (25 percent of 40)  
RECAL_12_5 = 5 (12.5 percent of 40)  



RECAL_6_25 = 4 (6.25 percent of 40 = 2, but 
value is limited to 4)  

resolution_t  RES_1_BIT  
RES_2_BIT  
RES_3_BIT  
RES_4_BIT  
RES_5_BIT  
RES_6_BIT  
RES_7_BIT  
RES_8_BIT  

对于滑条/滚轮，表示取值的分辨率  
RES_x_BIT = 滑条/滚轮报告 Xbit 的值  
Example: if slider resolution is RES_7_BIT, then 
reported positions are in the range 0..127.  
如果分辨率选 7bit，则返回值在 0~127 之间 

4.3.3 结构定义 
Struct  Field  Type  Notes  
qt_touch_sta
tus_t  

sensor_states  uint8_t  The state (on/off) of the library 
sensors. Bit “n” = state of sensor 
“n”: 0 = not in detect, 1 = in 
detect.  

Rotor_slider_values[]  uint16_t  滑条或滚轮的值，在滑条或滚轮
检测期间该值无效 

Board_info_t  qt_max_num_rotors_sl
iders_board_id  

uint8_t  作为调试信息提供板子的 ID、最
大滑条/滚轮数 

Qt_num_channels  uint8_t  作为调试信息提供的板子支持 
的最大通道数  

qt_touch_lib
_config_data
_t （原文这里

有错误，排错

了一些表格） 

qt_recal_threshold  recal_thres
hold_t  

感应器重校准门限 
默认值 50  

qt_di  uint8_t  感应器检测整合限制。默认值 4 

qt_drift_hold_time  uint8_t  感应器的偏移保持时间，单位是
200ms。默认值: 20 (20 x 200 ms 
= 4s), 4 秒后感应器偏移失效  

qt_max_on_duration  uint8_t  感应器最长连续感应时间，单位
200ms. For example: 150 = 
recalibrate after 30s (150 x 200 
ms). 取值为 0 时关闭自动重新
校准功能 

qt_neg_drift_rate  uint8_t  感应器在 200 ms 内的反相漂
移.默认值: 20 (20 x 200 ms = 4s 
per LSB)  

qt_pos_drift_rate  uint8_t 感应器在 200 ms 内的正向飘移. 
默认值: 5 (5 x 200 ms = 1s per 
LSB) 



qt_touch_lib
_measure_d
ata_t  

channel_signals  uint16_t  各通道的信号测量值 
Channel_references  uint16_t  各通道的参考值 
Qt_touch_status  qt_touch_st

atus_t  
感应器的状态值 

4.4 单个通道触摸感应配置 

在 QMtrix 库中，下面的数组可以被主程序使用。 
Variable  type  Notes  
qt_burst_length[]  uint16_t  脉冲群的长度，按脉冲的个数计算，默认值

64  
 

4.5 触摸感应数据 

以下数组在 API 中可用，在调试阶段对检查感应器是否正常工作很有用 
Array Element  Type  Notes  
channel_signals[]  uint16_t  各通道的测量值 
Channel_references[]  uint16_t  各通道的参考值  
 

4.6 用户钩子 

就是滤波器东东，不用它，暂时不翻了。前面有简单的介绍 

4.7 配置感应器 

4.7.1 配置函数 
Function  说明 
qt_enable_key()  使能一个按键 
Qt_enable_rotor()  使能一个滚轮  
Qt_enable_slider()  使能一个滑条  

 
4.7.2 qt_enable_key()  

这个函数使能一个按键 
用法：Void qt_enable_key(  

channel_t channel,  
aks_group_t aks_group,  
threshold_t detect_threshold,  



hysteresis_t detect_hysteresis );  
参数:  

channel = 按键对应的感应通道  
aks_group = 按键所在的 ASK 组  
detect_threshold = 按键的检测门限值  
detect_hysteresis = 按键检测滞后值  

按键对应的感应器号取决于感应器使能的顺序，按键当前的状态可在
“qt_touch_status.sensor_states”中查到。 

 
4.7.3 qt_enable_rotor()  
这个函数使能一个滚轮 

用法 Void qt_enable_rotor( 
channel_t from_channel,  
channel_t to_channel,  
aks_group_t aks_group,  
threshold_t detect_threshold,  
hysteresis_t detect_hysteresis,  
resolution_t angle_resolution,  
uint8_t angle_hysteresis );  

参数:  
from_channel = 滚轮传感器对应的首个感应通道 
to_channel = 滚轮传感器对应的最后一个感应通道 
aks_group = 滚轮传感器对应的 AKS 组  
detect_threshold = 滚轮传感器感应门限 
detect_hysteresis = 滚轮传感器的滞后值  
angle_resolution = 滚轮角度的分辨率  
angle_hysteresis = 滚轮角度的滞后值  

 
滚轮传感器的感应器号取决于使能滚轮的顺序； 
当前滚轮的状态（开或关）可以通过检查“qt_touch_status.sensor_states”到； 

滚轮的值保存在数组“qt_touch_status.rotor_slider_values[]”中，具体哪个数组元
素取决于感应器使能的顺序，第一个使能的滚轮在 rotor_slider_values[0]中，第
二个在 rotor_slider_values[1]中，等等类推； 

一旦滚轮使能，滚轮的值就可用了；  
 
4.7.4 qt_enable_slider()  

这个函数使能一个滑条 
用法：Void qt_enable_slider(  

channel_t from_channel, 
channel_t to_channel,  
aks_group_t aks_group,  
threshold_t detect_threshold,  



hysteresis_t detect_hysteresis,  
resolution_t position_resolution,  
uint8_t position_hysteresis );  

参数:  
from_channel = 滑条传感器使用的首个感应通道 
to_channel = 滑条传感器使用的最后一个感应通道 
aks_group =滑条传感器对应的 AKS 组   
detect_threshold =滑条传感器感应门限 
detect_hysteresis =滑条传感器的滞后值 
position_resolution =滑条位置的分辨率   
position_hysteresis =滑条位置的滞后值 

 
滑条传感器的感应器号取决于使能滑条的顺序； 
当前滑条的状态（开或关）可以通过检查“qt_touch_status.sensor_states”到； 

滑条的值保存在数组“qt_touch_status.rotor_slider_values[]”中，具体哪个数组元
素取决于感应器使能的顺序，第一个使能的滑条在 rotor_slider_values[0]中，第
二个在 rotor_slider_values[1]中，等等类推； 

一旦滑条使能，滑条的值就可用了；  
 

4.8 检测感应状态  

4.8.1 感应状态函数  
当配置好了按键/滚轮/滑条等以后，可以用“qt_init_sensing()”来初始化感应

器(参考 3.10.3)； 
然后主程序可以用调用“qt_measure_sensors()” (see Section 3.10.4) 来检测

感应状态，其中的参数当前时间用来告诉库函数一个感应器已经被检测了多长
时间（这个不理解，要实际搞一下摸摸看）。 

在调用了“qt_measure_sensors()”后主程序通过检查“qt_touch_status”中的数
据获得感应器的状态； 

主程序应适当地调用“qt_measure_sensors()” 以免错过按键事件和环境变化
引起的漂移。  
4.8.2 附加的感应函数  

还有俩附加函数，后面有说明; 
“qt_calibrate_sensing()” 

  “qt_reset_sensing()”  
4.8.3 qt_init_globals()  

这个函数初始化全局参数 
用法：void qt_init_globals(void);  
门限参数始终是可以由用户配置的，用户可通过这个函数调整门限值的设置。  

4.8.4 qt_init_sensing()  
这个函数初始化感应器 



用法：Void qt_init_sensing( void );  
在调这个函数前应有感应器被使能。 
这个函数计算了库内部变量并配置传感通道，在调用“qt_measure_sensors()”
前必须先调用这个函数； 

4.8.5 qt_measure_sensors()  
这个函数提供了在所有使能的感应器上进行电容检测的功能，各个感应器的
测量信号可用于判断按键的按下和抬起，滚轮的角度变化，滑条的位置变化
等； 
用法：void qt_measure_sensors( uint16_t current_time_ms );  
参数： 
current_time_ms = 当前时间,单位 ms  
状态返回在“qt_touch_status” 中.  
在 调 用 这 个 函 数 以 前 必 须 有 感 应 器 被 “qt_enable_xxx()” 使 能 且 用
“qt_init_sensing()”初始化过。 

  
4.8.6 qt_calibrate_sensing() 

这个函数强制重新校准所有的感应器，当应用环境改变的时候这个功能会非
常有用。 
用法：Void qt_calibrate_sensing( void );  

4.8.7 qt_reset_sensing()  
这个函数关闭所有的感应器，并复位库内全部的变量为初始值； 
这个功能在需要动态配置感应器的情况下会很有用。在调用过这个函数后，
如 果 想 再 次 开 始 感 应 则 需 要 重 新 使 能 感 应 器 ， 且 必 须 在 调 用
“qt_measure_sensors()”前先调用“qt_init_sensing()” 

4.8.8 qt_get_sensor_delta (sensor_number) “qt_init_sensing()”  
这个函数返回指定通道的变化值 
用法：int16_t qt_get_sensor_delta( uint8_t sensor ) 

4.9 例程 

 看原文自学部分 
 

5 触摸数据调试接口 

在下载到的文件中提供了一个 main.c 文件和头文件，在 main 文件中提供了
用户可以通过 USB 连接 PCB 进行通讯调试的手段。 

用户可以通过调用函数“report_debug_data(void) ”向 AVR STUDIO 传递调
试信息。 
 



Void report_debug_data(void);  
  这个函数通过 USB 接口把库里能用的数据砰的一下就送到鹰眼工具里用
于分析（没用过不晓得是啥），呵呵，反正就是调试信息送 PC 里了。 

调试信息包括： 
board_info_t – 演示板的名字，0 是 XXX，1 是 XXX 

库支持的最大的滚轮或滑条的数目  
用户可以在结构中根据需要改变板子的编号 

Channel_signals – 各个通道的信号 
Channel_reference – 各个通道的参考值  
Sensor_deltas – 各个感应器的变化量 
Qt_touch_status – 各个感应器配置的情况  
Sensor_config – 各个感应器的调试信息 

咋说呢，反正用户需要的信息都可以传过来，不过要用这个功能用户必须在
工程设置那里添加编译标识：_DEBUG_INTERFACE_  

 



 

6 库的不同类型 

6.1 QTouch 型 

6.1.1 介绍 
QTOUCH 型的库支持一大堆芯片，后面有列。其他属于自习内容。 

6.1.2 QTouch 类型的库包括 
列了一堆库的名字，还举例说明为什么这个库叫这个名字，俺不打算掌握了，
有兴趣的自己看吧； 

6.1.3 支持的编译器和版本 
最好用这些版本来编译软件 

IAR Compiler 5.20.3 
IAR EWAVR 5.20 
IAR lib builder 1.03R 
GCC-AVR Studio 4.16 build 638 
WinAVR 20090313 

6.1.4 库和芯片对应表 
这个很重要，根据选用的芯片来查应该使用的对应的库、支持 IO 口和编

译器，还分只有按键的和带滚轮滑条的。 
后面对 AT32UC3A 和 ATxmega128A1 有额外的说明，用到的话看一看。 
 



6.1.5 上面表的使用 
这个就比较重要了。 
先选支持芯片型号再看对应的 IO 口，根据应用选择是用全是 KEY 的库还是

键/滑条/滚轮都支持的库； 
在上面库和芯片的对应表里还说明了一个重要的信息就是支持哪些口做感

应通道，而作为感应通道，只有一部分 IO 口的组合方式是可用的，而其他的组
合方式则不能用，具体见下表： 

SNSK\SNS  A  B  C  D  E  F  G  H  
A  AA  BA  CA  DA  EA  FA  GA  HA  
B  AB  BB  CB  DB  EB  FB  GB  HB  
C  AC  BC  CC  DC  EC  FC  GC  HC  
D  AD  BD  CD  DD  ED  FD  GD  HD  
E  AD  BE  CE  DE  EE  FE  GE  HE  
F  AF  BF  CF  DF  EF  FF  GF  HF  
G  AG  BG  CG  DG  EG  FG  GG  HG  
H  AH  BH  CH  DH  EH  FH  GH  HH 

² 淡蓝的是 SNSK 口，黄色的是 SNS 口， 
² 蓝色的组合方式是支持的，红色的组合则不可用 

就是说有的芯片支持 A 口和 G 口，但是 A 做 SNSK，G 做 SNS 就可以，反过
来就不行。 

然后呢，如果用户选好了口，还必须按照一定的顺序组合具体的口线，比如
C 作 SNS，B 做 SNSK，那么对应时必须的 PC0 对应 PB0 做通道 0 ，PC1 对 PB1
做通道 1⋯⋯ 

如果 A 口即做 SNS 又做 SNSK，则 PA0-PA1 通道 0，PA2-PA3 通道 2⋯⋯ 
电路示意 

 



最后需要在 touch_lib_api.h 里，提供 IO 口的定义和延时周期的定义，例如： 
#define QT_DELAY_CYCLES 1  
#define QT_SNS_D  
#define QT_SNSK_B 
表示用户选择 D 口和 B 口分别作 SNS 和 SNSK，以及充电周期为 1。 

6.1.6 
 程序容量需求和各个库对应的例程。用到的话自己查下。 

6.2QMtrix 型的库 

 基本跟上面一样，暂时用不到，不搞了。 

7 已知的问题 

7.1 编译警告 

7.1.1 SFRB 警告 
在使用部分器件时，由于 SFR 寄存器的不同会引起连接程序的警告，这种警告
予以无视。 
Warning[w6]: Type conflict for external/entry "_A_DDRC", in module burst_10_BC 
against external/entry in module main; class/struct/union field/base types do not 
match for field/base ''; class/struct/union field names do not match: DDRC_DDC7 
vs DDRC_Dummy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