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C6301
单线 UART 接口 30 键(5x6)x6))键盘矩阵接口芯片

特点

简介

● 支持组合键

BC63V)01 是专用的键盘接口芯片，可以驱动
5×6 的 3V)0 键键盘矩阵。可以适用于金属接触式

● 支持长按键
● 支持常开/常闭按键
● 直接键值输出
● 2.2～5.5V 工作电压
● 单线 UART 接口
● 2.7uA 工作电流(@3V)V)
● SOP14 封装
● 与其它 BC6xxx 芯片协议兼容

或导电橡胶等各种类型的键盘，也可适用于机械式
的拨动开关等。数据输出采用 UART 接口，接口
电路得到简化，只需占用 1 根口线，并且可以配合
如光耦、 RS-485 等接口电路，方便实现电气隔
离 和 远 程 键 盘 。 输 出 为 漏 极 开 路 输 出 (Open
Drain），可以与不同电源电压的 MCU 轻松连接。

BC63V)01 直接输出键值，编程非常简单，用户
程序只需根据 UART 接口所接收到的键值数据执
行相应动作即可。同时， BC63V)01 可以支持任意
数量的组合按键和常开、常闭按键，使得应用更加
灵活。配合定时器，可以实现用户所需任何时长的
长按键检测，包括对组合键的长按键检测。

宽工作电压范围和低工作电流，使得 BC63V)01
非常适于电池供电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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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脚定义

14 R1

C4 2

13V) R2

C3V)

3V)

C2 4
VCC 5
C1 6
C0 7

BC63V)01

R0 1

12 GND
11 R3V)
10 R4
9 R5
8 TX

引脚说明
名称

序号

功能

VCC

5

正电源引脚，电压范围 2.2~5.5V

GND

12

接地端

TX

8

UART 输出，漏极开路输出(Open Drain)

R0～R5

1,9,10,11,13V),14

键盘矩阵行接口，内部带下拉电阻

C0～C4

2,3V),4,6,7

键盘矩阵列接口

键值对应码表
C0

C1

C2

C3V)

C4

R0

0(0x00)

6(0x06)

12(0x0c)

18(0x12)

24(0x18)

R1

1(0x01)

7(0x07)

13V)(0x0d)

19(0x13V))

25(0x19)

R2

2(0x02)

8(0x08)

14(0x0e)

20(0x14)

26(0x1a)

R3V)

3V)(0x03V))

9(0x09)

15(0x0f)

21(0x15)

27(0x1b)

R4

4(0x04)

10(0x0a)

16(0x10)

22(0x16)

28(0x1c)

R5

5(0x05)

11(0x0b)

17(0x11)

23V)(0x17)

29(0x1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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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出格式

情况需要根据所连接的器件决定。当 UART 接收
器件和 BC63V)01 的供电电压不一致时，上拉电阻
应连接至接收器件的电源端。

BC63V)01 的输出为波特率 9600，8 个数据位，
键盘矩阵由 6 行 5 列组成。列信号 C0-C4 轮
1 个起始位， 1 个停止位的标准 UART 格式。每
流输出正扫描脉冲，行信号 R0-R5 为输入信号
1 个字节为一组。
BC63V)01 带有内部下拉电阻，一般应用时，无需
当键盘状态发生变化时，如有按键按下（导
再另外接外部下拉电阻。典型电路如下：(见下页)
通）或释放（断开）， BC63V)01 即输出有变化按
BC63V)01 的列信号输出的扫描脉冲，宽度约
键的键值，键值即键值表中的数值。如果按键状态
是由断开变为导通状态，则输出不加修改的键值； 为 14ms ， 扫描 周期 为 71ms ，防 抖动 时间 为
14ms。即确保按键动作能够被识别所需的按键持
如果按键状态是由导通变为断开，则输出键值的最
续时间，为 71ms(普通按键操作，持续时间约在
高位会被置为‘ 1’, 如原键值为 0x01, 则变为
200-500ms 之间）,而能识别的最短按键持续时
0x81, 如原值为 0x17,则变化为 0x97，以此类 间，为 14ms。
推。如果同时有多个按键状态产生变化，则将所有
有变化的按键的值按原键值从小到大的顺序依次输
出。如按键 5,18,22 三个按键同时变化，按键 5
和 22 是从断开变为导通，按键 18 从导通变为断
开 ， 则 UART 上 输 出 的 数 据 依 次 为 0x05,

0x92, 0x16.

如果键盘的分布面积较大，或周围环境有较强
干扰，可以考虑给行信号 Rn 和列信号 Cn 都外接
额外的下拉电阻，增强对干扰的抑制能力。所外接
的下拉电阻阻值，以不小于 1kΩ 为佳，阻值越小
系统整体工作电流将越大。

在系统上电时，BC63V)01 芯片默认所有的按键
均为断开状态。如果在上电时，有按键已经处于导
通状态，则 BC63V)01 在开始键盘扫描后，对所有
已经处于导通状态的按键，都会输出其键值。最极
端的情况下，如果所采用的全部是常闭状态的按键，
即上电时所有按键都是导通状态，则 BC63V)01 在
上电后将连续输出 3V)0 个字节的数据。

BC63V)01 在上电后，在开始扫描键盘前，有一
约 3V)00ms 的延时，以确保 MCU 完成上电复位
过程并能正确接收 UART 数据。

典型电路

作为通用的设计原则，键盘所在的电路板，对
未走线的部分，应该用地平面覆盖(铜箔铺地)。

BC63V)01 无需任何外部元件。
BC63V)01 的 UART 输出，采用漏极开路输出，
理论上应该连接一上拉电阻，不过因为很多 MCU
或 UART 接收器件的输入端已经带有内部上拉电
阻，这种情况下就可以省略额外的上拉电阻，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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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除影子按键（鬼影按键）
影子按键是矩形键盘矩阵的特有现象，表现为
当处在一个四边形四个角上的四只按键中有三只
处于导通状态时，系统会误认为第四只按键也处
于导通状态。如图中当 SW1,SW2,SW3V) 三个
键都按下时，系统会误以为 SW4 也是按下的状
态。

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当 SW1-SW3V) 三
只按键均处于导通状态时，因为三只按键所形成
的电流回路，实际上第四只按键 SW4 的两端，
也是处于连通的状态。假设系统扫描到 SW4 时，

阻止扫描第四只按键 SW4 的电流形成回路，因
此系统也就不会认为第四只按键是导通状态了。
如图：

要彻底消除产生影子按键的可能，需要对所有
按键均串入二极管，但这样成本较高，一般实际
应用中，仅需对需要防止产生影子按键的个别键
采取措施即可。因为二极管会产生正向管压降，
从而降低了键盘扫描电路的可靠性，因此，应尽
量选用正向导通管压降比较低的二极管，比如肖
特基二极管等。

Cy 输出高电平，则电流通过如下的回路，会使
Rn 为高电平，和 SW4 被按下效果相同。如图：

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是在没有按下的按键的
对角线方位的按键 SW1 中，串入一只二极管。
该二极管可以在 SW1-SW3V) 三只按键均导通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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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按键处理流程
BC63V)01 的 最 佳 应 用 方 式 ， 是 配 合 硬 件
UART 接口，以中断的方式来处理按键信号。这

UART 分配接收缓存，缓存的大小应大于可能同

时变化的按键数量，以免缓存溢出按键数据丢失。

种方式对系统负担最低，处理器可以将大部分时
间用于执行其它操作。如果使用查询的方式，甚
至使用软件模拟方式实现 UART 接口接收数据的
方式，将耗费大量处理器时间，并不推荐使用。

对于 BC63V)01 所使用的 9600 的波特率，
传送一个字节大约需要 1ms 左右的时间，即便在
可能有同时多个按键状态变化，BC63V)01 会连续
发送多个字节数据的情况下， 1ms 的时间对于绝
大多数的处理器来说，应该足够在下一个字节到
来之前，完成按键的处理。如果应用条件下存在
出现多个按键同时变化的可能，且系统不能保证
在 1ms 的时间内完成按键的处理，应该考虑给

普通单次按键（按下和释放分别处理）

串口接收到 1 个字节

N

最高位是否为 1 ？

按键按下
接收数据为按键号
执行该按键按下
所对应操作

Y

按键释放
屏蔽最高位得到按键号
执行该按键释放
所对应操作

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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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合键
组合键的使用要求程序能记忆按键组合中各键的状态。

串口接收到 1 个字节
执行相应单按键
按下 / 释放操作

N

是否组合键之一？

Y

按键按下

按键按下或释放？

登记该按键状态
清除该按键状态
全部组合键
均为按下状态

N

Y
执行组合键操作

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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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按键
该键一直处于按下状态 。不光是单个按键的长按
键检测，组合按键也可以用同样方法检测长按键 。
用户只需要提供一个计时器，用来确定需要检测
的长按键的时长。

BC63V)01 在 键 盘 状 态 发 生 变 化 时 ， 即 从
UART 接口发出相应信息，无论是有按键按下，
或有按键释放。换言之，如果 UART 上没有数据

输出，即表明键盘维持在上次数据输出时的状态
没有改变。当一个键按下后，如果一段时间内没
有收到该键状态改变的数据，就表示这段时间内

串口中断处理程序：

定时器中断处理程序：
长按键定时器溢出

串口接收到 1 个字节

长按键定时器清零

执行相应单按键
或组合键操作

N

所监测按键
是否为期待状态

Y
执行长按键操作

该键
是否是需要检测
长按键

N

Y
返回
记录该键状态

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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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器(MCU)MCU))唤醒
BC63V)01 有着极低的功耗，如果使用 2 节 5
号 碱 性 干 电 池 供 电 ( 按 1800mAh 容 量 计 算 ) ，
2.7uA@3V)V 的静态工作电流可以使其连续工作
超过 5 年的时间，非常适用于电池供电设备。电
池供电设备通常设计为控制器(MCU)在闲时处于
休眠状态，而在有用户操作 ( 键盘操作 ) 时，唤醒
控制器。

到恢复，然后再按需要的功能键进行所需要的操
作。
如果确需捕捉第一个按键，也可以考虑用以下
方法：因为 BC63V)01 在键按下和释放时会分别
发出两个信号，中间间隔按键的持续时间，这个
时间一般在 200ms 到 500ms 间。这时间应可
足够让 MCU 进入运行状态，因此按键释放的信
号可以确保被捕捉到，程序可以利用按键释放信
号确定键值，并执行相应动作。

UART 输出是 BC63V)01 传递给 MCU 的唯一
信号，因此，如果需要用键盘操作唤醒 MCU，则
需要让 MCU 能够被 UART 信号唤醒。根据不同
使用后一种方案，用户须确切知道所用 MCU
的设计，有些 MCU 可以支持由 UART 直接唤醒，
从睡眠状态到被唤醒进入运行状态所用的时间，
这些产品可以和 BC63V)01 完美配合，不做更多
以便确认 MCU 睡眠状态下 BC63V)01 所发送的
讨论。这里主要探讨无法由 UART 信号直接唤醒
第一个字节能 否被正确接收。以下流程 图假设
的 MCU。
MCU 的唤醒时间>93V)8us.
一个方案是单独设计直接连接到 MCU 的唤醒
按键，BC63V)01 由 MCU 的引脚直接供电，在休
眠时，可以完全关闭 BC63V)01 电路。
另一个方案，仅使用 BC63V)01，由 UART 信
号兼做 MCU 唤醒中断信号。一般的 MCU 均具
有由外部中断唤醒的功能，而 UART 信号空闲时
为高电平，并以一个起始位‘ 0’ 打头，即所有
UART 的数据均以一个下降沿开始。因此，可以
将 UART 信号同时提供给 MCU 的外部中断，用

来唤醒 MCU。
因为 MCU 的唤醒启动时间一般较长，因此使
用这个方式唤醒 MCU ， UART 上第一个字节数
据可能无法正常接收，这一般来说并不是问题，
可以直接将唤醒后收到的第一个字节忽略。从使
用者角度来讲，用户的体验将是，在机器睡眠状
态下，按任意键，机器唤醒，显示、指示灯等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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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程序：

唤醒中断 (INT)INT) ：
准备进入睡眠
禁止 UART 中断
使能 INT 中断
进入睡眠
被唤醒

中断产生

禁止 INT 中断

使能 UART 中断

返回

程序继续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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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限参数
储存温度

-65°C - +150°C

工作温度

-40°C - +85°C

任意脚对地电压

-0.5 - +6.0V

电气特性
(INT)注：以下数据除特别注明外，TA=25°C)
参数

最小值

VCC 工作电压

2.2V

ICC 静态工作电流

典型值

备注

5.5V
2.7uA

VCC=3.0V, 无外接电路*

9.0uA

VCC=5.0V，无外接电路*

IP 峰值工作电流**
ΔF 波特率漂移
VRH 行扫描输入高电平

最大值

<0.5mA

VCC=3.0V

<1mA

VCC=5.0V

±2%

VCC=3.0V, -40°C-+85°C

±1%

VCC=5.0V, -40°C-+85°C

2.0V

VCC=3.0V

4.0V

VCC=5.0V

TCL 键盘扫描周期

71ms

TPL 键盘扫描脉冲宽度

14ms

Tdb 去抖动时间

14ms

Tpu 上电等待时间

300ms

VCC=3.0V

RPD 行输入等效下拉电阻

100K

VCC=3.0V

55K

VCC=5.0V

VCC=3.0V

* 因为分布电容损耗，当连接键盘电路时，静态工作电流将增加。
** 指当按键状态发生改变时的瞬间工作电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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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装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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