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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摘要：一种薄膜晶体管制作方法，包括：在基板上依次形成第一栅极和覆盖所述第一栅极的第一绝缘层；

在所述第一绝缘层上形成有源区，在垂直于所述基板的方向上，所述有源区正对与所述第一栅极，且所述第
一栅极的相对两端在所述第一绝缘层上的投影位于所述有源区的外部；沉积覆盖所述有源区的第二绝缘层；
在所述第二绝缘层上开设第一接触孔和第二接触孔，所述第一接触孔和所述第二接触孔贯穿所述第一绝缘
层；在所述第二绝缘层上成型正对所述第一栅极的第二栅极，且所述第二栅极的两端通过所述第一接触孔和
所述第二接触孔与所述第一栅极的相对两端电连接。本申请还提供了一种薄膜晶体管和 基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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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申请要求于2017 年11 月20 日提交中国专利局、申请号
201711161346.乂、申请名称为 “薄膜晶体管及其制作方法、丁卩丁基板 的中国

5 专利申请的优先权，上述在先申请的内容以引入的方式并入本文本中。

技术领域
本申请涉及显示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薄膜晶体管及其制作方法、丁卩丁

基板。
10

背景技术
随着显示屏的发展，显示屏内像素电极的尺寸被设计的越来越小，而人们

本申请是供了一种薄膜晶体管制作方法，包括：
在基板上依次形成第一栅极和覆盖所述第一栅极的第一绝缘层；
在所述第一绝缘层上形成有源区，在垂直于所述基板的方向上，所述有源

区正对与所述第一栅极，且所述第一栅极的相对两端在所述第一绝缘层上的投
25

影位于所述有源区的外部；
沉积覆盖所述有源区的第二绝缘层；
在所述第二绝缘层上开设第一接触孔和第二接触孔，所述第一接触孔和所

述第二接触孔贯穿所述第一绝缘层；
在所述第二绝缘层上成型正对所述第一栅极的第二栅极，且所述第二栅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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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两端通过所述第一接触孔和所述第二接触孔与所述第一栅极的相对两端电
连接。

其中，在所述第一绝缘层上成型有源区的步骤中，所述有源区的延伸方向
与所述第一栅极的延伸方向相交，所述有源区包括正对所述第一栅极的沟道

5 区，所述第一接触孔和所述第二接触孔位于所述沟道区的相对两侧。
其中，在所述第二绝缘层上成型第二栅极的步骤中，所述第二栅极在所述

基板上的投影区域与所述第一栅极在所述基板上的投影区域相重合。
其中，在所述基板上成型第一栅极的步骤中，在所述基板上成型源极，所

述源极与所述第二拇极相间隔。
10

其中，在所述第一绝缘层上成型有源区的步骤中，所述有源区的材质为氧
化物半导体，所述有源区还包括位于所述沟道区相对两端的第一区域和第二区
域，所述第一区域靠近所述源极；

在所述第二绝缘层上成型第二栅极的步骤后，采用自对准的方法，将所述
第二栅极对准所述有源区，并对所述第一区域和所述第二区域进行掺杂，以使

15
所述第一区域和所述第二区域导体化。

其中，在对所述非沟道区进行导体化的步骤之后，包括：
在所述第二栅极上沉积电介质层；
在所述电介质层上成型第一过孔和第二过孔，所述第一过孔连通所述有源

区的第一区域及所述源极，所述第二过孔连通所述有源区的第二区域；
20

在所述电介质层上成型第一像素电极和第二像素电极，所述第一像素电极
通过所述第一过孔电连接所述第一区域与所述源极，且所述第二像素电极通过
所述第二过孔电连接所述第二区域。

本申请提供了一种薄膜晶体管，包括基板、设于所述基板上的第一栅极、
第一绝缘层、有源区、第二绝缘层和第二栅极，所述第一绝缘层覆盖所述第一

25
栅极，所述有源区正对所述第一栅极，且所述第一栅极的相对两端在所述第一
绝缘层上的投影位于所述有源区的外部，所述第二绝缘层覆盖所述有源区和所
述第一绝缘层，所述第二绝缘层上设有第一接触孔和第二接触孔，所述第一接
触孔和所述第二接触孔贯穿所述第一绝缘层，所述第二栅极正对所述第一栅
极，且所述第二栅极的两端通过所述第一接触孔和所述第二接触孔与所述第一

30
栅极的相对两端电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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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所述薄膜晶体管还包括源极，所述源极位于所述第一栅极的同一层，
所述有源区包括正对所述第一栅极的沟道区，以及连接所述沟道区两端的第一
区域和第二区域，所述第一区域靠近所述源极。

其中，所述薄膜晶体管还包括设于所述第二栅极上的电介质层，所述电介
5 质层上设有第一过孔和第二过孔，所述第一过孔连通所述第一区域及所述源

极，所述第二过孔连通所述第二区域；所述薄膜晶体管还包括位于所述电介质
层上的第一像素电极和第二像素电极，所述第一像素电极通过所述第一过孔电
连接所述第一区域与所述源极，且所述第二像素电极通过所述第二过孔电连接
所述第二区域。

本申请是供的一种薄膜晶体管，通过在有源区的上下两侧形成相对的第一
栅极和第二栅极，并在所述有源区的左右两侧形成第一接触孔和第二接触孔，
第一接触孔和第二接触孔电连接所述第一栅极与所述第二栅极，从而在所述有
源层的周侧成型环栅极结构，使得栅极的有效面积增加，提高有源区的导电沟

的开关特性。

附图说明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申请实施例的技术方案，下面将对实施例中所需要使

20
用的附图作筒单地介绍，显而易见地，下面描述中的附图仅仅是本申请的一些
实施例，对于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来讲，在不付出创造性劳动的前提下，还可
以根据这些附图获得其他的附图。

图1是本申请实施例提供的一种薄膜晶体管的结构示意图。
图2是图1沿入八方向上的结构示意图。

25
图3是本申请实施例提供的一种薄膜晶体管制作方法流程图。
图4是本申请实施例提供的薄膜晶体管制作方法中步骤8102

的示意图。
图5是本申请实施例提供的薄膜晶体管制作方法中步骤8102

的示意图。
图6是本申请实施例提供的薄膜晶体管制作方法中步骤8104

的示意图。
图7是本申请实施例提供的薄膜晶体管制作方法中步骤8104

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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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是本申请实施例提供的薄膜晶体管制作方法中步骤S106
的示意图。

图9是本申请实施例提供的薄膜晶体管制作方法中步骤S106
的示意图。

图
10
是本申请实施例是供的薄膜晶体管制作方法中步骤

S107
的示意图。

图
11
是本申请实施例提供的薄膜晶体管制作方法中步骤

S107
的示意图。

图
12
是本申请实施例是供的薄膜晶体管制作方法中步骤

S110
的示意图。

图
13
是本申请实施例是供的薄膜晶体管制作方法中步骤

S110
的示意图。

图
14
是本申请实施例是供的薄膜晶体管制作方法中步骤

S111
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为了能够更清楚地理解本申请的上述目的、特征和优点，下面结合附图和

具体实施方式对本申请进行详细描述。需要说明的是，在不冲突的情况下，本
申请的实施方式及实施方式中的特征可以相互组合。

在下面的描述中阐述了很多具体细节以便于充分理解本申请，所描述的实
施方式仅仅是本申请一部分实施方式，而不是全部的实施方式。基于本申请中
的实施方式，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
其他实施方式，都属于本申请保护的范围。

此外，以下各实施例的说明是参考附加的图示，用以例示本申请可用以实
施的特定实施例。本申请中所提到的方向用语，例如，“顶、“底、“上、“下、

“前 、“后 、“左 、“右 、“内 、“外 、“侧面 等，仅是参考附加图式的方
向，因此，使用的方向用语是为了更好、更清楚地说明及理解本申请，而不是
指示或暗指所指的装置或元件必须具有特定的方位、以特定的方位构造和操
作，因此不能理解为对本申请的限制。

请参阅图1及图2, 图1是本申请实施例是供的一种薄膜晶体管100
的结构示

意图。图2是图1沿AA
方向的截面图。所述薄膜晶体管

100
包括基板

110
、设于

所述基板
110
上的第一栅极

120
、源极

130
、第一绝缘层

140
、有源区

150
、第二

绝缘层
160
、第二栅极

170
、电介质层

180
及像素电极层。

本实施方式中，所述基板
110
可以为玻璃基板或柔性基板，在一些应用中，

也可以采用二氧化娃基板，或者聚氯乙晞(Polyvinyl chloride, PV)＞可溶性聚

四氟乙晞 (Polytetrafluoroethylene , PFA)、聚对苯二甲酸 乙二醋(Polyethylene

terephthalate , PET)基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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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参阅图1及图2 , 所述第一栅极120和所述源极130位于所述基板110上。
所述源极130和所述第一栅极120沿第一方向XI延伸，所述源极130与所述第一
栅极120相间隔。

在本实施方式中，所述第一栅极120和所述源极130可以在同一制程中成
型。可选的，所述第一栅极120和所述源极130的材质可以相同。它们的材质可
以为单金属层或复合金属层，如&、Mo、Mo/Al、MoTi、〇1等。

请参阅图1，所述第一绝缘层140覆盖所述第一栅极120和所述源极130。所
述第一绝缘层140的材质可以是¾0乂或呂沉乂或¾0乂与8 的层叠结构或其它
绝缘物质。当所述第一绝缘层140为SiOx与SiNx的层叠结构，¾0乂设于靠近所
述有源区150的一侧。

请参阅图1，所述有源区150正对所述第一栅极120, 且所述第一栅极120

的相对两端在所述第一绝缘层140上的投影位于所述有源区150的外部。所述有
源区150沿第二方向 延伸，第二方向乂2与所述第一方向XI相垂直。

一种实施方式中，所述有源区150的材质为氧化物半导体。具体可以为
1乙0 、10乙0 等氧化物半导体膜层，其中，10乙0 氧化物半导体膜层的膜厚为
500八。

本实施例中，请参阅图1，所述有源区150包括沟道区151和连接于所述沟
道区151 两端的第一区域152和第二区域153。所述沟道区151为所述有源区150

与所述第一栅极120相重叠的区域。其中，所述第一区域152靠近所述源极130。
所述第一区域152和所述第二区域153沿第二方向\2, 分别设于所述第一栅极
120的相对两侧。所述沟道区151 的材质为氧化物半导体。具体可以为钇0 （铟
锌氧化物）、 0 （铟镓锌氧化物）等氧化物半导体膜层。

其中，- 0 （非晶铟镓锌氧化物）材料是用于新一代薄膜晶体管技术

所述第一区域152和所述第二区域153的材质为掺杂后的氧化物半导体，且
所述第一区域152和所述第二区域153经过掺杂后被导体化。

请参阅图1，所述第二绝缘层160覆盖所述有源区150和所述第一绝缘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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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近所述有源区150的一侧。
请参阅图2，所述第二绝缘层160上设有第一接触孔161和第二接触孔162。

第一接触孔161和第二接触孔162沿所述第一方向XI延伸的方向分布，位于所述
沟道区151 的相对两侧。所述第一接触孔161和所述第二接触孔162贯穿所述第
二绝缘层160和所述第一绝缘层140, 并连通所述第一栅极120的第一端121和第
二端122〇

请参阅图1及图2, 所述第二栅极170位于所述第二绝缘层160上，被图案化
后正对所述第一栅极120。

可选的，所述第二栅极170可以与所述第一栅极120的形状、尺寸和材质相
同。

可选的，在所述第二绝缘层160上沉积金属材料，所述金属材料填充所述
第一接触孔161和所述第二接触孔162。所述金属材料在所述第二绝缘层160上
成型第二栅极170。

请参阅图1及图2, 所述第二栅极170覆盖所述第一接触孔161和所述第二接
触孔162, 所述第二栅极170的两端通过所述第一接触孔161和所述第二接触孔
162与所述第一栅极120的第一端121和第二端122电连接。

本实施例中，请参阅图1及图2, 通过在有源区150的上下两侧（图2中竖直
方向上）形成第一栅极120和第二栅极170, 并在所述有源区150的左右两侧（图
2中沿第一方向XI 上）形成第一接触孔161和第二接触孔162，第一接触孔161

和第二接触孔162电连接所述第一栅极120与所述第二栅极170, 从而在所述有
源层的周侧成型环栅极结构，使得栅极的有效面积增加，提高有源区150的导

丁卩丁的开关特性。
进一步地，请参阅图1，所述薄膜晶体管100还包括设于所述第二栅极170

上的电介质层180。所述电介质层180上设有第一过孔181和第二过孔182。所述
第一过孔181和所述第二过孔182贯穿所述电介质层180。所述第一过孔181连通
所述第一区域152及所述源极130。所述第二过孔182连通所述第二区域153。所
述薄膜晶体管100还包括位于所述电介质层180上的第一像素电极191和第二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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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电极192。第一像素电极191和第二像素电极192相间隔。所述第一像素电极
191填充于所述第一过孔181 中，电连接所述第一区域152与所述源极130。所述
第二像素电极192部分填充所述第二过孔182, 另一部分成型与所述电介质层
180的表面，所述第二像素电极192通过所述第二过孔182连接所述第二区域
153。

可选的，所述第一像素电极191和第二像素电极192的材质为ITO薄膜。所
述第一像素电极191和第二像素电极192可以在同一制程中成型。

由于所述第一区域152和所述第二区域153被导体化，所述第一区域152与
源极130电连接，可以作为薄膜晶体管100的源极130, 所述第二区域153可以作
为所述薄膜晶体管100的漏极。

本申请实施例提供了一种TFT基板100, 包括所述的薄膜晶体管100。
该TFT基板100中，通过在有源区150的上下两侧 (图中竖直方向上) 形成

第一栅极120和第二栅极170, 并在所述有源区150的左右两侧 (图中沿第一方
向x l上) 形成第一接触孔161和第二接触孔162, 第一接触孔161和第二接触孔
162电连接所述第一栅极120与所述第二栅极170, 从而在所述有源层的周侧成
型环栅极结构，使得栅极的有效面积增加，提高有源区150的导电沟道的导电
能力，降低器件驱动电压，有效防止TFT阈值电压的变动，提升TFT的开关特
性。

请参阅图3 , 本申请实施例还提供了一种TFT基板100制作方法S10, 可以
用以制备上述任意实施方式所述的TFT基板100。具体包括以下的步骤S100。

步骤S101、提供基板110。基板110可以为透明材质，具体可以为隔水隔氧
透明有机材质或玻璃。常见的有玻璃基板110、二氧化硅基板110, 也有一些应
用中可采用聚氯乙晞(Polyvinyl chloride , PV) 、可溶性聚四氟乙晞
(Polytetrafluoroethylene , PFA)、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醋(Polyethylene terephthalate ,

PET)基板110等。
步骤S102、请参阅图4及图5 , 在所述基板110上成型第一栅极120。
具体包括：在基板110上沉积一层金属材料，金属材料可以为单金属层或

复合金属层，如Cr、Mo、Mo/Al、MoTi、Cu等。经过光刻胶涂覆、曝光、显
影、蚀刻以及光刻胶剥离等工艺以形成具有预定图案的第一栅极120以及源极
130。所述源极130与所述第二栅极170相间隔。所述第一栅极120可以在形成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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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130的制程中形成，无需额外的工序，节省时间和成本。
步骤8103、请参阅图6 , 在所述基板110上沉积覆盖所述第一栅极120的第

一绝缘层140。

层或氮化硅(SiNx)膜层，或者为氧化硅(8102)和氮化硅(SiNx)的叠层，以形成
覆盖在基板110、第一栅极120和源极130上的第一绝缘层140。

步骤8104、请参阅图6及图7 , 在所述第一绝缘层140上形成有源区150。在
垂直于所述基板100的方向上，所述有源区150正对所述第一栅极120, 且所述
第一栅极120的相对两端在所述第一绝缘层140上的投影位于所述有源区150的
外部。

具体而言，所述有源区150正对所述第一栅极120, 所述第一栅极120的中
心区域可以与所述有源区150的中心区域相重合，所述第一栅极120和所述有源
区150可以部分重叠。所述第一栅极120包括第一端121和第二端122, 第一端121

和第二端122在所述第一绝缘层140上的投影位于所述有源区150的外部。
在所述第一绝缘层140上沉积一层半导体材料，该半导体材料为氧化物半

导体，例如，钇0 、10乙0 等。将半导体材料图形化，成型具有预定图案的有
源区150。

一些可能的实施方式中，所述有源区150的延伸方向与所述第一栅极120

的延伸方向相交。具体而言，所述第一栅极120的延伸方向与所述有源区150

的延伸方向相垂直。
一些可能的实施方式中，请参阅图8及图9 , 所述有源区150包括正对所述

第一栅极120的沟道区151, 及位于所述沟道区151相对两端的第一区域152和第
二区域153。第一区域152和第二区域153分别位于所述第一栅极120的两侧，所
述第一区域152靠近所述源极130。

步骤8105、请参阅图8及图9 , 在所述有源区150上沉积第二绝缘层160。

层或氮化硅(SiNx)膜层，或者为氧化硅(8102)和氮化硅(SiNx)的叠层，以形成
覆盖在有源区150和第一绝缘层140上的第二绝缘层160。

步骤8106、请参阅图8及图9 , 蚀刻所述第二绝缘层160, 在所述第二绝缘
层160上开设第一接触孔161和第二接触孔162。所述第一接触孔161和所述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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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触孔162贯穿所述第一绝缘层140和第二绝缘层160, 并连通所述第一栅极120

的第一端121和第二端122。所述第一接触孔161和所述第二接触孔162位于所述
沟道区151 的相对两侧。

步骤8107、请参阅图10及图11, 在所述第二绝缘层160上沉积金属材料，
图形化该金属材料，以成型第二栅极170。所述第二栅极170与所述第一栅极120

相对，且所述第二栅极170的两端通过所述第一接触孔161和所述第二接触孔
162与所述第一栅极120的第一端121和第二端122电连接。

可选的，所述第二栅极170可以与所述第一栅极120的形状、尺寸和材质相
同。

可选的，在所述第二绝缘层160上沉积金属材料，所述金属材料填充所述
第一接触孔161和所述第二接触孔162。所述金属材料在所述第二绝缘层160上
成型第二栅极170。

通过在有源区150的上下两侧（图中竖直方向上）形成第一栅极120和第二
栅极170, 并在所述有源区150的左右两侧（图中沿第一方向XI 上）形成第一接
触孔161和第二接触孔162, 第一接触孔161和第二接触孔162电连接所述第一栅
极120与所述第二栅极170, 从而在所述有源层的周侧成型环栅极结构，使得栅
极的有效面积增加，提高有源区150的导电沟道的导电能力。

一些可能的实施方式中，所述第二栅极170在所述基板110上的投影区域与
所述第一栅极120在所述基板110上的投影区域相重合，以使所述环栅极结构不
会对开口率造成影响。

一些可能的实施方式中，在乂2方向上，沟道区151 的宽度与所述第一栅极
120、第二栅极170的宽度一致。

一些可能的实施方式中，请参阅图9及图11, 在成型第二栅极170时，在基
板110上成型扫描信号线163, 所述第二接触孔162电连接至扫描信号线163, 以
使所述环栅极结构电连接至扫描信号线163。

本实施方式中，在所述第二绝缘层160上成型第二栅极170的步骤后，步骤
8108、请参阅图12及图13, 利用自对准方法，将所述第二栅极170对准所述有
源区150, 对所述第一区域152和所述第二区域153进行掺杂，以使所述第一区
域152和所述第二区域153导体化。

在对所述非沟道区151进行导体化的步骤之后，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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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8109、请参阅图12及图13, 在所述第二栅极170上沉积电介质层180。
具体为：采用化学气相沉积

( (
>)以及黄光蚀刻工艺，沉积单层的氧化硅

(8102)膜层或氮化硅 沉乂)膜层，或者为氧化硅(¾02) 和氮化硅 沉乂)的叠层，
以形成电介质层180。

5 步骤8110、请参阅图12及图13, 蚀刻所述电介质层180, 在所述电介质层
180上成型第一过孔181和第二过孔182。所述第一过孔181连通所述有源区150

的第一区域152及所述源极130, 所述第二过孔182连通所述有源区150的第二区
域153 〇

步骤8111、请参阅图1及图14, 在所述电介质层180上沉积像素电极层190,

10 并图形化所述像素电极层190, 在所述电介质层180上成型第一像素电极191和
第二像素电极192。部分像素电极层填充于第一过孔181 ，成型第一像素电极
191, 以电连接所述第一区域152与所述源极130。部分像素电极层填充于第二
过孔182，并在所述电介质层180上成型第二像素电极192，第二像素电极192

通过所述第二过孔182电连接所述第二区域153。
15 最后应说明的是，以上实施方式仅用以说明本申请的技术方案而非限制，

尽管参照以上较佳实施方式对本申请进行了详细说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
应当理解，可以对本申请的技术方案进行修改或等同替换都不应脱离本申请技
术方案的精神和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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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要求书
1一种薄膜晶体管制作方法，其中，包括：
在基板上依次形成第一栅极和覆盖所述第一栅极的第一绝缘层；

5 在所述第一绝缘层上形成有源区，在垂直于所述基板的方向上，所述有源
区正对与所述第一栅极，且所述第一栅极的相对两端在所述第一绝缘层上的投
影位于所述有源区的外部；

沉积覆盖所述有源区的第二绝缘层；
在所述第二绝缘层上开设第一接触孔和第二接触孔，所述第一接触孔和所

10
述第二接触孔贯穿所述第一绝缘层；

在所述第二绝缘层上成型正对所述第一栅极的第二栅极，且所述第二栅极
的两端通过所述第一接触孔和所述第二接触孔与所述第一栅极的相对两端电
连接。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薄膜晶体管制作方法，其中，在所述第一绝缘层上
15

成型有源区的步骤中，所述有源区的延伸方向与所述第一栅极的延伸方向相
交，所述有源区包括正对所述第一栅极的沟道区，所述第一接触孔和所述第二
接触孔位于所述沟道区的相对两侧。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薄膜晶体管制作方法，其中，在所述第二绝缘层上
成型第二栅极的步骤中，所述第二栅极在所述基板上的投影区域与所述第一栅

20
极在所述基板上的投影区域相重合。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薄膜晶体管制作方法，其中，在所述基板上成型第
一栅极的步骤中，在所述基板上成型源极，所述源极与所述第二栅极相间隔。

5.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薄膜晶体管制作方法，其中，在所述第一绝缘层上
成型有源区的步骤中，所述有源区的材质为氧化物半导体，所述有源区还包括

25
位于所述沟道区相对两端的第一区域和第二区域，所述第一区域靠近所述源
极；

在所述第二绝缘层上成型第二栅极的步骤后，采用自对准的方法，将所述
第二栅极对准所述有源区，并对所述第一区域和所述第二区域进行掺杂，以使
所述第一区域和所述第二区域导体化。

30 6.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薄膜晶体管制作方法，其中，在对所述非沟道区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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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导体化的步骤之后，包括：
在所述第二栅极上沉积电介质层；
在所述电介质层上成型第一过孔和第二过孔；
在所述电介质层上成型第一像素电极和第二像素电极，所述第一像素电极

通过所述第一过孔电连接所述第一区域与所述源极，且所述第二像素电极通过
所述第二过孔电连接所述第二区域。

7. 种薄膜晶体管，其中，包括基板、设于所述基板上的第一栅极、第一
绝缘层、有源区、第二绝缘层和第二栅极，所述第一绝缘层覆盖所述第一栅极，
所述有源区正对所述第一栅极，且所述第一栅极的相对两端在所述第一绝缘层
上的投影位于所述有源区的外部，所述第二绝缘层覆盖所述有源区和所述第一
绝缘层，所述第二绝缘层上设有第一接触孔和第二接触孔，所述第一接触孔和
所述第二接触孔贯穿所述第一绝缘层，所述第二栅极正对所述第一栅极，且所
述第二栅极的两端通过所述第一接触孔和所述第二接触孔与所述第一栅极的
相对两端电连接。

8.如权利要求7所述的薄膜晶体管，其中，所述薄膜晶体管还包括源极，
所述源极位于所述第一栅极的同一层，所述有源区包括正对所述第一栅极的沟
道区，以及连接所述沟道区两端的第一区域和第二区域，所述第一区域靠近所
述源极。

9.如权利要求8所述的薄膜晶体管，其中，所述薄膜晶体管还包括设于所述第二栅极上的电介质层，所述电介质层上设有第一过孔和第二过孔，所述薄
膜晶体管还包括位于所述电介质层上的第一像素电极和第二像素电极，所述第
一像素电极通过所述第一过孔电连接所述第一区域与所述源极，且所述第二像
素电极通过所述第二过孔电连接所述第二区域。

设于所述基板上的第一栅极、第一绝缘层、有源区、第二绝缘层和第二栅极，
所述第一绝缘层覆盖所述第一栅极，所述有源区正对所述第一栅极，且所述第
一栅极的相对两端在所述第一绝缘层上的投影位于所述有源区的外部，所述第
二绝缘层覆盖所述有源区和所述第一绝缘层，所述第二绝缘层上设有第一接触
孔和第二接触孔，所述第一接触孔和所述第二接触孔贯穿所述第一绝缘层，所
述第二栅极正对所述第一栅极，且所述第二栅极的两端通过所述第一接触孔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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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第二接触孔与所述第一栅极的相对两端电连接。

所述源极位于所述第一栅极的同一层，所述有源区包括正对所述第一栅极的沟
道区，以及连接所述沟道区两端的第一区域和第二区域，所述第一区域靠近所

5 述源极。

述第二栅极上的电介质层，所述电介质层上设有第一过孔和第二过孔，所述薄
膜晶体管还包括位于所述电介质层上的第一像素电极和第二像素电极，所述第
一像素电极通过所述第一过孔电连接所述第一区域与所述源极，且所述第二像

10
素电极通过所述第二过孔电连接所述第二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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