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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Abstract: A capacitive touch screen and a single layer wiring electrode array. The single layer wiring electrode array includes a
capacitive region and a wiring region located on one plane; the wires of the wiring region are in a zigzag or a wave pattern. A capa
citive touch screen comprising a single layer wiring electrode array, the capacitive touch screen including a substrate; a single layer-
wiring electrode array, disposed on the substrate, the single layer wiring electrode array includes a capacitive region and a wiring re
gion located on one plane, the wires of the wiring region are in a zigzag or a wave pattern; the wires of the wiring region connected
to control ports corresponding to at least one or more integrated circuit chips respectively. The single layer wiring electrode array
and capacitive touch screen makes the fabrication cost lower, the display effect better.

(57) 摘要：一种 电容 式触 摸 屏 及 单 层 布 线 电极 阵 列 。该单 层 布 线 电极 阵列 包 括 位 于 一个 平 面 上 的 电容 区和 布 线
区 ，该布 线 区的导线呈 锯齿 形或波 浪 形 。一种 包括 单 层布 线 电极 阵列 的 电容 式触 摸 屏 ，该 电容 式触 摸屏 包 括 基
板 ；设置在 该基 板上 的单层 布 线 电极 阵列 ，该单层 布 线 电极 阵列包 括 位 于 一个平 面 上 的 电容 区和 布 线 区 ，该布
线 区 的导 线呈锯 齿 形或 波浪 形 ；该布 线 区的导 线分 别 连接 至 少 一个 或 多个 集 成 电路 芯 片对 应 的控 制 端 口。该单
层布 线 电极 阵列和 电容 式触摸 屏使 得制 备 成本低 ，显示 效 果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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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容式触摸屏及单层布线电极阵列

技术领域

本发 明属于 电子技术领域 ，具体涉及一种单层布线 电极 阵列 。本

发 明还涉及 由单层布线 电极阵列构成 的电容式触摸屏 。

背景技术

多点式触摸技术正从智能手机 向整个消费类 电子产业辐射 ，包括

中低端手机 ，游戏机 ，媒体播放器 ，导航仪 ，电子 阅读器 ，平板 电脑

等 。

电容式触摸屏是利用人体 的电流感应进行工作 的。电容式触摸屏

通常是一块 四层复合玻璃屏 ，玻璃屏 的内表面和夹层各涂有一层透 明

导 电膜 το ) ，最外层是一薄层矽土玻璃保护层 ，内层和外层 ιτο分别

沿相互垂直的两个轴刻蚀成条状从而形成 网格 （传感 电容 ）。当手指触

摸在金属层上时，在手指接触到的触摸屏 网格表面形成一个耦合 电容 ，

对于高频 电流来说 ，电容是直接导体 ，由于人体对大地存在一个对地

电容 ，于是手指从接触点吸走一个很小的电流 。通过检测哪些 网格 的

电流发生了变化就可 以得 出触摸点的位置 。

投射式 电容触摸屏的核心部件是 内外两面镀 了ιτο膜 的玻璃 。投射

式 电容触摸屏 的ιτο膜并不是覆盖整个屏 ，而是 内外膜分别成水平和垂

直的条形或菱形 图案 。内外膜 的菱形 图形相互错开 。

图1是现有技术 中国发 明专利 申请公开说 明书CN102033672A 中所

公开的单层 电极 图形和导 电线路 图形 。其包括基板9，电极 10和导 电线

路 11，电极 10为多个梳状结构组合而成 ，两个梳状结构相互交叉 ，形

成 电极 。导 电线路 11垂直或水平布线 ，分别和 电极相连接 。对于这种

形状 的导 电线路 ，当基板和LCD 面板相互贴合后 ，会 出现 明显 的彩色

状 的条紋 ，对光线 的透光率 、线性度和显示效果会有 明显 的影响，不

能得到稳定的性能。

采用两层 ITO 膜 的制备工艺显然增加 了制备过程 中的复杂性和增

加 了工艺成本 ，并且使得通过率下 降。

因此 目前流行 的是采用单层 ITO 膜 ，但是在制备过程 中需要在 电



极之 间搭桥 ，搭桥方式会 因为绝缘层膜厚与 ιτο 或者金属膜厚差别较

大 ，容易产生断裂 问题 。当电容式触摸屏贴上 LCD 后 ，由于 电极阵列

中采用水平和/或垂直的电极导线后 ，会使得 LCD 上面显示 出五颜六色

的图像 ，类似彩虹现象 ，这对人眼和 图像显示的效果都会造成影响。

发明内容

本发 明要解决的问题是提供一种单层布线 电极阵列和 电容式触摸

屏 ，这种单层布线 电极阵列和 电容式触摸屏具有制备工艺简单 ，成本

低 ，触摸感应性能高 ，显示效果好 。

为解决上述 问题 ，本发 明所利用 的技术方案是提供一种单层布线

电极阵列 ，包括位于一个平面上 的电容区和布线区，所述布线区的导

线呈锯齿形或波浪形 。

优选 的，电容区和布线区相互 间隔排列 。

优选 的，电容区包括多个顺序排列 的单元 电容 ，其 中每个单元 电

容包括位于一个平面上 的至少一个感应 电极和与所述感应 电极对置 的

至少一个驱动 电极 。

优选 的，感应 电极的中间具有镂空的孔洞 。

优选 的，驱动 电极的中间具有镂空的孔洞 。

优选 的，布线区包括并联连接所述驱动 电极 的驱动导线和 串联连

接所述感应 电极的感应导线 。

优选 的，感应 电极 的边缘呈锯齿形或波浪形 ，所述驱动 电极 的边

缘呈锯齿形或波浪形 ，所述感应 电极与所述驱动 电极的边缘相互平行 。

相互平行 的电极板之 间形成 电容 。

优选 的，多个感应 电极相 间隔的嵌入所述多个驱动 电极形成 的波

浪形或锯齿形 的凹槽 中，所述多个驱动 电极相 间隔的嵌入所述多个感

应 电极形成 的波浪形或锯齿形的凹槽 中。

优选 的，多个单元 电容 的多个感应 电极平行排列 ，并通过位于感

应 电极一侧 的感应导线 串联连接成感应 电极列 ，所述多个感应 电极列

平行排列构成感应 电极面 ；所述多个单元 电容 的多个驱动 电极平行排

歹 ，并通过位于驱动 电极一侧 的多个驱动导线并联连接成驱动 电极列 ，

所述多个驱动 电极列平行排列构成驱动 电极面 。



优选的，感应导线的锯齿形边缘所在的直线方向的夹角或波浪形

边缘所在的切线方向的夹角为 10°-170 °，更优选的，感应导线的锯齿

形边缘所在的直线方向的夹角或波浪形边缘所在的切线方向的夹角为
100°-140 °。

优选的，驱动导线的锯齿形边缘所在的直线方向的夹角或波浪形

边缘所在的切线方向的夹角为 10°-170 °，更优选的，驱动导线的锯齿

形边缘所在的直线方向的夹角或波浪形边缘所在的切线方向的夹角为
100°-140 °。

优选的，感应电极形成的锯齿形凹槽的夹角或波浪形凹槽的切线

方向之间的夹角为 10°-170 °，驱动电极形成的锯齿形凹槽的夹角或波

浪形凹槽的切线方向之间的夹角为 10°-170 ° ; 更优选的，感应电极形

成 的锯齿形 凹槽 的夹角或波浪形 凹槽 的切线方 向之 间的夹角 为

40°-140 °，驱动电极形成的锯齿形凹槽的夹角或波浪形凹槽的切线方向

之间的夹角为 40°-140 ° 。

优选 的，感应导线 的线宽为 0.001-lOmm , 感应 电极 的宽度是

0.005-10mm 。

优选 的，驱动导线 的线宽是 0.001-lOmm , 驱动 电极 的宽度是

0.005-10mm 。

优选的，多个驱动导线之间的间距为 0.001-5mm 。

优选的，感应电极的波浪形或锯齿形的边缘与相邻的驱动电极的
波浪形或锯齿形的边缘之间的距离是 0.001-5mm 。

优选 的，单元 电容的长度为 l-15mm ，所述单元 电容的宽度为

l-15mm 。

优选的，布线区还包括位于所述感应导线和所述驱动导线之间的

分隔导线。分隔导线呈波浪形或锯齿形，分隔导线与所述感应导线和

所述驱动导线的边缘相互平行。

优选的，分隔导线形成的锯齿形凹槽的夹角或波浪形凹槽的切线

方向之间的夹角为 10°-170 °。更优选的，分隔导线形成的锯齿形凹槽

的夹角或波浪形凹槽的切线方向之间的夹角为 40°-140 °。

优选的，分隔导线的线宽是 0.005-10mm 。

优选的，分隔导线的边缘与所述驱动导线或感应导线的波浪形或



锯齿形的边缘之间的距离是 0.001-10mm 。

优选 的，感应 电极和驱动 电极 的材质为导 电薄膜 。更优选 的，感

应 电极和驱动 电极 的材质为 ITO (氧化铟锡 ）。

本发 明所利用 的技术方案还提供一种包括单层布线 电极 阵列 的电

容式触摸屏 ，包括基板 ；设置在所述基板上 的单层布线 电极阵列 ，所

述单层布线 电极阵列包括位于一个平面上 的电容区和布线区，所述布

线区的导线呈锯齿形或波浪形 ；所述布线区的导线分别连接至少一个

或多个集成 电路芯片对应的控制端 口。

优选 的，电容式触摸屏还包括与所述集成 电路芯片对应 的控制端

口相连接 的地线 。更优选 的，地线呈波浪形或锯齿形 。

优选 的，基板为玻璃 、钢化玻璃 、有机玻璃或 PET 。

优选 的，和集成 电路芯片控制端 口的连接线在一端 ，更优选 的，

和集成 电路芯片的连接线分布在两端 ，驱动导线 的上部分连接一个相

对置 的集成 电路芯片对应 的控制端 口上 ，所述驱动导线 的下部分通过

柔性 电路板或位于触摸屏边缘的 ITO 或金属走线连接到集成 电路芯片

对应 的控制端 口上 。这样可 以减少驱动导线在 电极 阵列 中所 占据 的空

间，从而减少 了电极阵列 中非 电容感应区域 的面积 ，使得感应灵敏度

和单元 电容 的集成度都有 了很大的提高。

优选 的，集成 电路芯片是一个 ，更优选 的，集成 电路芯片是两个 ，

驱动导线 的上部分连接一个相对 置 的集成 电路 芯片对应 的控制端 口

上 ，所述驱动导线 的下部分连接另一个相对置 的集成 电路芯片对应 的

控制端 口上 。这样可 以减少驱动导线在 电极阵列 中所 占据 的空间，从

而减少 了电极阵列 中非 电容感应区域 的面积 ，使得感应灵敏度和单元

电容 的集成度都有 了很大的提高。

在本发 明优选 的实施例 中，单元 电容大体为长方形或正方形 ，可

以由呈锯齿形或波浪形边缘 的一个感应 电极和一个驱动 电极相互平行

上下堆叠构成 ，还可 以是 由呈锯齿形或波浪形边缘 的两个感应 电极和

两个驱动 电极相互平行上下堆叠构成 ，且感应 电极和驱动 电极相互 间

隔排列 。

本发 明的优点在于，当触摸屏贴上 LCD 后 ，由于布线区的导线呈

锯齿形或波浪形 ，能够消除触摸屏上面 的彩虹 的条紋 ，有利于增加触



摸屏 的显示效果 。

驱动 电极和感应 电极 的边缘为波浪形或锯齿形 ，在手指头从一个

单元 电容移到相邻 的另一个单元 电容 的时候 ，手指移 出的单元 电容 的

电容变化量逐渐减小 ，移入 的单元 电容 的电容变化量逐渐增加 ，减少

量和增加量近似线性关系 ，从而能够实现很好 的触摸效果 。单层布线

电极阵列的制备工艺简单 ，成本低 ，触摸感应性能高。

感应 电极和驱动 电极 的中间具有镂 空的孔洞可 以减少 电极 的寄

生 电容 ，提高触摸的灵敏度 。

单层布线 电极阵列 的制备并不需要在 电极之 间搭桥 ，节省工艺流

程 。

触摸屏 中的集成 电路芯片能够从噪声中检测 出电容 电荷 的微小变

化 、对各种寄生效应进行补偿 以减小干扰 、计算 出精确 的触摸 中心位

置和手势识别 。

触摸屏 中的电容矩 阵可 以实现小尺寸、中尺寸 以及大尺寸等各种

尺寸类型的电容式触摸屏的制备 ，从而满足生产 中的各种需求 。

附图说明

图 1 是现有技术中单层布线 电极阵列 的示意 图。

图 2 是本发 明的实施例 中的单层布线 电极阵列的示意图。

图 3 是本发 明的实施例 中的单层布线 电极阵列的结构 图。

图 4 是本发 明的实施例 中的单层布线 电极阵列 的第一种变形结构

的结构 图。

图 5 是本发 明的实施例 中的单层布线 电极阵列 的第二种变形结构

的结构 图。

图 6 是本发 明的实施例 中的单层布线 电极阵列 的第三种变形结构

的结构 图。

图 7 是本发 明的实施例 中电容式触摸屏的示意 图。

图 8 是本发 明的实施例 中电容式触摸屏 的变形结构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以下配合 附图及本发 明的实施例 ，进一步阐述本发 明为 了达到 目



的所采取 的技术方案 。

本发 明提供一种单层布线 电极 阵列 ，包括位 于一个平面上 的 电容

区和布线 区，所述布线 区的导线呈锯齿形或波浪形 。

在本发 明的一个 实施例 中，电容 区和所述布线 区相互 间隔排列 。

电容 区包括 多个顺序排列 的单元 电容 ，其 中每个单元 电容包括位 于一

个平面上 的至少一个感应 电极和与所述感应 电极对 置 的至少一个驱动

电极 。

在本发 明的一个优选 的实施例 中 ，感应 电极和驱动 电极 的中间具

有镂 空的孔洞 ，可 以降低 寄生 电容 。

在本发 明的又一个优选 的实施例 中，布线 区包括并联连接所述驱

动 电极 的驱动导线和 串联连接所述感应 电极 的感应导线 。

其 中，感应 电极 的边缘呈锯齿形或波浪形 ，驱动 电极 的边缘呈锯

齿形或波浪形 ，感应 电极与驱动 电极 的边缘相互平行 。多个感应 电极

相 间隔的嵌入 多个 驱动 电极形成 的波浪形或锯齿形 的凹槽 中，多个驱

动 电极相 间隔的嵌入 多个感应 电极形成 的波浪形或锯齿形 的凹槽 中。

另外 ，多个单元 电容 的多个感应 电极平行排列 ，并通过位 于感应

电极一侧 的感应导线 串联连接成感应 电极列 ，所述 多个感应 电极列平

行排列构成感应 电极面 ；所述 多个单元 电容 的多个驱动 电极平行排列 ，

并通过位 于驱动 电极一侧 的多个驱动导线并联连接 成驱动 电极列 ，所

述多个驱动 电极列平行排列构成驱动 电极面 。

在本发 明的优选 的实施例 中，感应导线 的锯齿形边缘所在 的直线

方 向的夹角或波浪形边缘所在 的切线方 向的夹角为 10°-170 °。优选感

应导线 的锯齿形边缘所在 的直线方 向的夹角或波浪形边缘所在 的切线

方 向的夹角为 100°-140 °。

在本发 明的实施例 中，驱动导线 的锯齿形边缘所在 的直线方 向的

夹角或波浪形边缘所在 的切线方 向的夹角为 10°-170 °，优选驱动导线

的锯齿形边缘所在 的直线方 向的夹角或波浪形边缘所在 的切线方 向的

夹角为 100°-140 °。感应 电极形成 的锯齿形 凹槽 的夹角或波浪形 凹槽 的

切线方 向之 间的夹角为 10°-170 °，驱动 电极形成 的锯齿形 凹槽 的夹角

或波浪形 凹槽 的切线方 向之 间的夹角为 10°-170 °。优选感应 电极形成

的锯齿形 凹槽 的夹角或波浪形 凹槽 的切线方 向之 间的夹角为 40°-140 °，



优选驱动电极形成的锯齿形凹槽的夹角或波浪形凹槽的切线方向之间

的夹角为 40°-140 °。

在示例性实施例中，感应导线的线宽为 0.001-lOmm, 感应电极的

宽度是 0.005-10mm ，驱动导线的线宽是 0.001-lOmm, 驱动电极的宽度

是 0.005-10mm ，多个驱动导线之间的间距为 0.001-5mm ，感应电极的

波浪形或锯齿形的边缘与相邻的驱动电极的波浪形或锯齿形的边缘之
间的距离是 0.001-5mm ，单元电容的长度为 l-15mm ，所述单元电容的

宽度为 l-15mm 。

在一个优选的实施例中，布线区还包括位于所述感应导线和所述

驱动导线之间的分隔导线，其中分隔导线呈波浪形或锯齿形，所述分

隔导线与所述感应导线和所述驱动导线的边缘相互平行，分隔导线的
线宽是 0.005-10mm ，分隔导线的边缘与所述驱动导线或所述感应导线

的波浪形或锯齿形的边缘之间的距离是 0.001-10mm 。

在其他的实施例中，所述分隔导线形成的锯齿形凹槽的夹角或波

浪形凹槽的切线方向之间的夹角为 10°-170 °，优选分隔导线形成的锯

齿形凹槽的夹角或波浪形凹槽的切线方向之间的夹角为 40°-140 °。

在上述实施例中，感应电极和驱动电极的材质为 ITO, 其可以是

透明导电金属薄膜，还可以是导电金属薄膜。

本发明还提供一种包括上述实施例中的单层布线电极阵列的电容

式触摸屏，包括基板；设置在所述基板上的单层布线电极阵列，所述

单层布线电极阵列包括位于一个平面上的电容区和布线区，所述布线

区的导线呈锯齿形或波浪形；所述布线区的导线分别连接至少一个或

多个集成电路芯片对应的控制端口。

在本发明的一个实施例中，电容式触摸屏还包括与所述集成电路

芯片对应的控制端 口相连接的地线，基板为玻璃、钢化玻璃、有机玻
璃或 PET 中的一种。在本发明另一个优选的实施例中，所述地线呈波

浪形或锯齿形。

在本发明的另一个优选的实施例中，驱动导线的上部分连接一个

相对置的集成电路芯片对应的控制端口上，所述驱动导线的下部分连

接另一个相对置的集成电路芯片对应的控制端口上。

在前面的背景技术的描述中，可以知道背景技术中所描述的现有



的电容式触摸屏的导线布线方式在贴上 LCD 后会有彩色条紋现象出

现。

本发明的电容式触摸屏的电极图形可以为长方形、正方形、平行

四边形、菱形、梯形、六边形、八边形、圆形、椭圆形、三角形中的

其中的一种或几种的组合形式，本发明的对现有技术做出的改进在于

布线区的导线形状的改变，优选布线区的导线呈锯齿形或波浪形。布

线区中呈锯齿形或波浪形的导线能够消除显示屏中的彩色条紋现象。

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可知，任何电容式触摸屏中布线区的导线形状与本

发明布线区的导线形状相同、类似以及做出的改进都将落入本发明的

保护范围之内。

本发明的实施例就是针对现有技术中触摸屏不能实现高透光率

和显示效果做出的改进 。下面分别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具体实施例作

更为详细地说明。

图 2 是本发明的实施例中单层布线电极阵列的示意图。如图 2 所

示，电极阵列包括电容区 52 和布线区 57，电容区 52 和布线区 57 相互

间隔排列，布线区 57 中的导线呈锯齿形，且导线之间相互平行，在其

他的实施例中，布线区的导线也可以是波浪形，导线之间也可以是不

平行的。本实施例只是示意性的表示出了电容区 52 和布线区 57 的位

置关系和形状，并未对电容区 52 中的电极和布线区 57 的导线的实际

连接关系作出说明和描述，因此图 2 中的布线区 57 的导线的数量、电

容区 52 中电极的数量以及布线区 57 的导线和电容区 52 中电极之间连

接关系并不成为限定本发明的权利要求范围。在图 2 中，布线区 57 中

的导线的锯齿形边缘所在的直线方向的夹角 6 为 130 ° , 在其他的实施

例中，布线区中的导线的锯齿形边缘所在的直线方 向的夹角可 以是

10°-170 °，布线区中的导线的锯齿形边缘所在的直线方向的夹角还可以

是 100 -140 。布线区 57 中的导线是垂直排列的，其可以是水平排列，

还可以是倾斜排列。布线区 57 中的导线的线宽和相邻导线之间的间距

可以是固定值，在其他的实施例中，布线区 57 中的导线的线宽和相邻

导线之间的间距也可以是变化的，例如导线从左往右的线宽可以逐渐

的增加，也可以是导线从上往下的线宽逐渐的增加。导线之间的间距

可以是从上往下逐渐的增加，也可以是导线之间的间距从左往右逐渐



的增加 。

图 3 是本发 明的实施例 中的单层布线 电极阵列的结构 图。如 图 3

所示 ，位于同一平面上的感应 电极 1 和驱动 电极 2，感应 电极 1 相 间隔

的嵌入驱动 电极 2 形成的锯齿形的凹槽 2C 中，驱动 电极 2 相 间隔的嵌

入感应 电极 1 形成的锯齿形 的凹槽 2C 中。感应 电极 1 和驱动 电极 2 构

成单元 电容 C , 在 图 3 中是 由两个感应 电极 1 和两个驱动 电极 2 构成

的单元 电容构 C , 单元 电容 C 构成 电容区。本领域 的技术人员可 以理

解 ，在其他 的实施例 中，可 以是 由两个感应 电极 1 和一个驱动 电极 2

构成 的单元 电容 C , 可 以是 由一个感应 电极 1 和两个驱动 电极 2 构成

的单元 电容 C , 还可 以是 由一个感应 电极 1 和一个驱动 电极 2 构成的

单元 电容 C , 更可 以是 由其他数 目的感应 电极 1 和驱动 电极 2 构成的

单元 电容 （：。单元 电容 C 大体为长方形或正方形 ，中间是驱动 电极 2

形成 的锯齿形或波浪形的凹槽 2C, 感应 电极 1 的波浪形或锯齿形 的边

缘与所述驱动 电极 2 的波浪形或锯齿形的边缘相互平行并且具有一定

的间隙，相邻 的驱动 电极 2 与感应 电极 1 形成 电容 ，提高触摸性能的

灵敏度 。在其他实施例 中，虽然也是 以一个单元 电容构成 的电极阵列

来 图示的，但是可 以理解 的是，可 以是 23x12 的单元 电容构成的电极

阵列 ，根据不 同的触摸屏 的大小 ，还可 以是任意数 目的单元 电容构成

的电极阵列 。两个感应 电极 1 通过位于感应 电极 1 左侧 的感应导线 1L

串联连接成感应 电极列 3，其中感应导线 1L 的线宽是 lmm 。两个驱动

电极 2 通过位于驱动 电极右侧 的驱动导线 2L 连接成驱动 电极列 4，其

中驱动导线 2L 的线宽是 0.05mm 。感应导线 1L 和驱动导线 2L 构成布

线区，且感应导线 1L 和驱动导线 2L 呈锯齿形 ，感应导线 1L 的锯齿形

边缘所在 的直线方 向的夹角 7 为 120° , 驱动导线 2L 的锯齿形边缘所在

的直线方 向的夹角 6 为 120°。电容区和布线区相互 间隔排列 。在其他

的实施例 中，多个感应 电极列平行排列可 以构成感应 电极面 ，多个驱

动 电极列平行排列可 以构成驱动 电极面 。感应 电极 1 和驱动 电极 2 的

边缘为锯齿形 ，其中感应 电极 1 和驱动 电极 2 形成的锯齿形凹槽 的夹

角 5 为 120°。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可知，感应 电极 1 和驱动 电极 2 的边

缘还可 以是波浪形 。感应 电极 1 和驱动 电极 2 的边缘相互平行且为波

浪形或锯齿形可 以在手指头从一个单元 电容 C 移到相邻 的另一个单元



电容 C 的时候，手指移出的单元电容的电容变化量逐渐减小，移入的

单元电容的电容变化量逐渐增加，减少量和增加量近似线性关系，从

而判断出触摸的情况，能够实现很好的触摸效果。感应电极 1 与驱动

电极 2 的相互对应，且感应电极 1 与驱动电极 2 形成互补图形，驱动

电极 2 的边缘和感应电极 1 的边缘相互平行且彼此相邻边缘相间隔的

距离 12C 是 0.03mm 。

在示例性实施例中，单元电容 C 的水平长度 CL 为 8mm ，宽度 CW

是 6mm ，感应电极 1 的两条相互平行的边缘之间的宽度 1W 为 1.2mm ，

驱动电极 2 的两条相互平行的边缘之间的宽度 2W 为 1.2mm 。

在本实施例中，感应电极 1 和驱动电极 2 的材质为 ITO 薄膜，在

其他的实施例中，感应电极 1 和驱动电极 2 的材质可以是透明导电金

属薄膜。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可知，附图并非按比例地显示了本发明的

基本原理的图示性的各种特征的略微简化的画法。本文所公开的本发

明的具体设计特征包括例如具体尺寸、方向、位置和外形将部分地由

具体所要应用和使用的环境来确定。在其他的实施例中，感应电极的

波浪形或锯齿形的边缘与相邻的驱动电极的波浪形或锯齿形的边缘之
间的距离是 0.001-5mm ，单元电容的水平长度可以是 l-15mm ，单元电

容的宽度可以是 l-15mm ，感应电极的宽度可以是 0.005-10mm ，感应

导线的线宽可以为 0.001-lOmm, 驱动导线的线宽可以为 0.001-lOmm,

驱动电极的宽度可以是 0.005-10mm 。多个驱动导线之间的间距可以是

0.001-5mm ，感应电极和驱动电极形成的锯齿形凹槽的夹角或波浪形凹

槽的切线方向之间的夹角为 10°-170 °。，优选地为 30°-150 °，更优选地

为 40°-140 °。感应导线的锯齿形边缘所在的直线方向的夹角或波浪形

边缘所在的切线方向的夹角为 10°-170 °。驱动导线的锯齿形边缘所在

的直线方向的夹角或波浪形边缘所在的切线方向的夹角为 10°-170 °，

优选感应导线和驱动导线的锯齿形边缘所在的直线方向的夹角或波浪

形边缘所在的切线方向的夹角为 100°-140 °。

图 4 是本发明实施例中单层布线电极阵列的第一种变形结构的示

意图，其与第一个实施例的区别在于，单元电容 C 由一个感应电极 1

和一个驱动电极 2 构成，两个驱动电极 2 通过位于驱动电极右侧的驱

动导线 2L 并联连接。驱动导线 2L 之间的间距 h 为 0.05mm ，在其他的



实施例 中，驱动导线之 间的间距为 0.001-5mm 。

图 5 是本发 明实施例 中单层布线 电极阵列 的第二种变形结构 的示

意 图，其与第一个实施例 的区别在于 ，感应 电极 1 和驱动 电极 2 的中

间具有镂空的孔洞 8。在本实施例 中，孔洞 8 具有和感应 电极 1 和驱动

电极 2 相 同的形状 ，在其他 的实施例 中，孔洞 8 还可 以是长方形 、圆

形 、椭 圆形 、梯形 、平行 四边形 以及他们之 间的组合形状 。其 中可 以

是只有感应 电极 的中间具有镂 空的孔洞 ，也可 以是只有驱动 电极具有

镂空的孔洞 ，本发 明在此并不作 出具体 的限定 。

图 6 是本发 明实施例 中单层布线 电极阵列 的第三种变形结构 的示

意 图，其与第一个实施例 的区别在于 ，图 6 所示是 2x2 的 电极阵列 ，

电极 阵列包括 电容区 52 和布线区 57，电容区 52 和布线区 57 相互 间隔

排列 ，布线 区 57 包括感应导线 1L 和驱动导线 2L, 还包括位于感应导

线 1L 和驱动导线 2L 之 间的分 隔导线 3L 。其 中布线区 57 中的驱动导

线 2L 的线宽从下到上逐渐 的减小 ，驱动导线 2L 之 间的间距从下到上

逐渐 的减小 。驱动导线之 间的间距为 0.001-5.0mm ，驱动 电极 的宽度是

0.005-10mm 。分隔导线 3L 呈锯齿形 ，分隔导线 3L 与感应导线 1L 和

驱动导线 2L 的边缘相互平行 ，分隔导线 3L 形成 的锯齿形 凹槽 的夹角

为 120°，本领域 的技术人员可知 ，分隔导线 3L 形成 的锯齿形 凹槽 的夹

角可 以为 10°-170 °之 间的任意值 ，其 中优选 40°-140 °。在其他 的实施例

中，分隔导线 3L 呈波浪形 ，分隔导线 3L 的波浪形 凹槽 的切线方 向之

间的夹角为 10°-170 °。其 中，分隔导线 3L 的线宽是 0.05mm ，分 隔导

线 3L 的边缘与驱动导线 2L 或感应导线 1L 的锯齿形 的边缘之 间的距离

是 0.05mm 。在本实施例 中，感应导线 的线宽不变 ，在其他 的实施例 中，

感应导线 的线宽也可 以是变化 的，驱动导线之 间的距离和驱动 电极 的

宽度可 以为一个 固定 的数值 。在其他 的实施例 中，分 隔导线 的线宽可

以是 0.005-10mm 之 间的任意值 。分隔导线 的边缘与所述驱动导线或所

述感应导线 的波浪形或锯齿形 的边缘之 间的距 离可 以是 0.001-lOmm

之 间的任意值 。

图 7 是本发 明的实施例 中电容式触摸屏 的示意 图。如 图 7 所示 ，

电容式触摸屏 50 包括基板 5 1，设置在基板 51 上 的电容区 52 和布线区

57，在本实施例 中，是 以 2x2 的阵列 的单元 电容 C 构成 电极阵列 52，



当然这只是示意性的表示，可以理解的是，在实际的实施过程中，可

以是 10x15 的电极阵列、20x20 的电极阵列、23x12 的电极阵列，可以

根据需要设置任意单元电容阵列形式的电极阵列。在电极阵列 52 中，

感应导线 1L 连接集成电路芯片 （图中未示出）对应的控制端口 55 上，

驱动导线 2L 连接在集成电路芯片 （图中未示出）对应的控制端 口 55

上。其中，连接在同一感应导线 1L 上的一个感应电极列与相对置的驱

动电极列相互配合构成单元电容列。多个单元电容列排列成电极阵列
52。在电极阵列 52 中，其中一个单元电容列的驱动导线 2L 和相邻的

单元电容列的感应导线 1L 位于两个相邻的单元电容列中间的布线区

57 上。在本实施例中，控制端口 55 的数 目只是示例性的表示了与感应

导线 1L 和驱动导线 2L 连接的其中几个，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应该知道，

集成电路芯片的控制端 口并非这几个，根据不同的电极阵列，还可以

是其他数 目的控制端 口。电容式触摸屏 50 还包括与集成电路芯片中相

对应的控制端口相连接的地线 56。根据实际需要，基板 5 1可以是玻璃、

钢化玻璃或有机玻璃，基板 51 可以是长方形、正方形、圆形或他们之

间的组合形状。还可以是具有一定弧度的曲面。

图 8 是本发明的实施例中电容式触摸屏的变形结构的示意图。如

图 8 所示，其与第一个实施例中电容式触摸屏的区别在于，在基板 51

上下两侧分别具有和集成电路芯片 （图中未示出）对应的控制端 口 552

和 551 ，将驱动导线 2L 分别连接到控制端 口 551 或 552 上。即驱动导

线 2L 的上半部分连接到控制端口 552 上，驱动导线 2L 的下半部分连

接控制端口 551 上。552 和 551 可以是同一集成电路芯片上不同的控

制端 口，也可以是相同的两个集成电路芯片的控制端 口。采用这种结

构的好处在于减少了驱动导线 2L 在电极阵列 52 中所占据的布线区 57

的空间，从而减少了电极阵列 52 中布线区 57 的面积，使得感应灵敏

度和电极阵列的集成度都有了很大的提高。地线 56 呈锯齿形并且与感

应导线 1L 和驱动导线 2L 的边缘相互平行，其中地线 56 形成的锯齿形

凹槽的夹角为 120° , 地线 56 的线宽为 0.05mm 。在其他的实施例中，

地线 56 还可以呈波浪形，且地线形成的波浪形凹槽的切线方向之间的

夹角为 10°-170 °之间的任意值，根据实际需要，可以优选分隔导线形

成 的锯齿形 凹槽 的夹角或波浪形 凹槽 的切线方 向之 间的夹角 为



40°-140 地线的线宽可以是 0.005-10mm 。

上述实施例是用于例示性说明本发明的原理及其功效，但是本发

明并不限于上述实施方式。任何熟悉此项技术的人员均可在不违背本

发明的精神及范畴下，在权利要求保护范围内，对上述实施例进行修

改。因此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应如本发明的权利要求书所列。



权利要求书：

1、一种单层布线 电极阵列 ，其特征在于，包括位于一个平面上 的

电容区和布线区，所述布线区的导线呈锯齿形或波浪形 。

2、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的单层布线 电极阵列，其特征在于，所述

电容区和所述布线区相互间隔排列 。

3、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的单层布线 电极阵列，其特征在于，所述

电容区包括多个顺序排列的单元 电容 ，其 中每个单元 电容包括位于一

个平面上的至少一个感应 电极和与所述感应 电极对置的至少一个驱动

电极 。

4、根据权利要求 3 所述的单层布线 电极阵列，其特征在于，所述

感应 电极的中间具有镂空的孔洞 。

5、根据权利要求 3 所述的单层布线 电极阵列，其特征在于，所述

驱动 电极的中间具有镂空的孔洞 。

6、根据权利要求 3 所述的单层布线 电极阵列，其特征在于，所述

布线区包括并联连接所述驱动 电极的驱动导线和 串联连接所述感应 电

极的感应导线 。

7、根据权利要求 3 所述的单层布线 电极阵列，其特征在于，所述

感应 电极的边缘呈锯齿形或波浪形 ，所述驱动 电极 的边缘呈锯齿形或

波浪形 ，所述感应 电极与所述驱动 电极的边缘相互平行 。

8、根据权利要求 7 所述的单层布线 电极阵列，其特征在于，所述

多个感应 电极相 间隔的嵌入所述多个驱动 电极形成 的波浪形或锯齿形

的凹槽 中，所述多个驱动 电极相 间隔的嵌入所述多个感应 电极形成的

波浪形或锯齿形的凹槽 中。



多个单元电容的多个感应电极平行排列，并通过位于感应电极一侧的

感应导线串联连接成感应电极列，所述多个感应电极列平行排列构成

感应电极面；所述多个单元电容的多个驱动电极平行排列，并通过位

于驱动电极一侧的多个驱动导线并联连接成驱动电极列，所述多个驱

动电极列平行排列构成驱动电极面。

10、根据权利要求 6 所述的单层布线电极阵列，其特征在于，所

述感应导线的锯齿形边缘所在的直线方向的夹角或波浪形边缘所在的

切线方向的夹角为 10°-170 °，所述驱动导线的锯齿形边缘所在的直线

方向的夹角或波浪形边缘所在的切线方向的夹角为 10°-170 ° 。

11、根据权利要求 10 所述的单层布线电极阵列，其特征在于，所

述感应导线的锯齿形边缘所在的直线方向的夹角或波浪形边缘所在的

切线方向的夹角为 100°-140 °，所述驱动导线的锯齿形边缘所在的直线

方向的夹角或波浪形边缘所在的切线方向的夹角为 100°-140 ° 。

12、根据权利要求 3 至 9 任一项所述的单层布线电极阵列，其特

征在于，所述感应电极形成的锯齿形凹槽的夹角或波浪形凹槽的切线

方向之间的夹角为 10°-170 °，所述驱动电极形成的锯齿形凹槽的夹角

或波浪形凹槽的切线方向之间的夹角为 10°-170 ° 。

13、根据权利 12 所述的单层布线电极阵列，其特征在于，所述感

应电极形成的锯齿形凹槽的夹角或波浪形凹槽的切线方向之间的夹角

为 40°-140 °，所述驱动电极形成的锯齿形凹槽的夹角或波浪形凹槽的

切线方向之间的夹角为 40°-140 ° 。

14、根据权利要求 6、 10 或 11所述的单层布线电极阵列，其特征

在于，所述感应导线的线宽为 0.001-lOmm, 所述驱动导线的线宽是

0.001-10 mm 。

15、根据权利要求 3 至 9 任一项所述的单层布线电极阵列，其特

征在于，所述感应电极的宽度是 0.005-10mm ，所述驱动电极的宽度是



0.005-10mm 。

16、根据权利要求 6、 10 或 11所述的单层布线电极阵列，其特征

在于，所述多个驱动导线之间的间距为 0.001-5.0mm 。

17、根据权利要求 3 至 9 任一项所述的单层布线电极阵列，其特

征在于，所述感应电极的波浪形或锯齿形的边缘与相邻的驱动电极的
波浪形或锯齿形的边缘之间的距离是 0.001-5mm 。

18、根据权利要求 3 至 11任一项所述的单层布线电极阵列，其特

征在于，所述单元电容的长度为 l-15mm ，所述单元电容的宽度为

l-15mm 。

19、根据权利要求 6 所述的单层布线电极阵列，其特征在于，所

述布线区还包括位于所述感应导线和所述驱动导线之间的分隔分隔导

20、根据权利要求 19 所述的单层布线电极阵列，其特征在于，所

述分隔导线呈波浪形或锯齿形，所述分隔导线与所述感应导线和所述

驱动导线的边缘相互平行。

21、根据权利要求 20 所述的单层布线电极阵列，其特征在于，所

述分隔导线形成的锯齿形凹槽的夹角或波浪形凹槽的切线方向之间的

夹角为 10°-170 ° 。

22、根据权利要求 21 所述的单层布线电极阵列，其特征在于，所

述分隔导线形成的锯齿形凹槽的夹角或波浪形凹槽的切线方向之间的
夹角为 40°-140 ° 。

23、根据权利要求 19 或 20 所述的单层布线电极阵列，其特征在

于，所述分隔导线的线宽是 0.005-10mm 。



24、根据权利要求 19 或 20 所述 的单层布线 电极阵列 ，其特征在

于，所述分隔导线的边缘与所述驱动导线或所述感应导线 的波浪形或

锯齿形的边缘之间的距离是 0.001-10mm 。

25、根据权利要求 3 至 9 任一项所述 的单层布线 电极阵列 ，其特

征在于，所述感应 电极和驱动 电极的材质为导 电薄膜 。

26、根据权利要求 25 所述的单层布线 电极阵列 ，其特征在于，所

述感应 电极和驱动 电极的材质为 ITO 。

27、一种 电容式触摸屏 ，其特征在于 ，包括 ：

基板 ；

设置在所述基板上的单层布线 电极阵列 ，所述单层布线 电极阵列

包括位于一个平面上 的电容区和布线区，所述布线区的导线呈锯齿形

或波浪形；

所述布线区的导线分别连接至少一个或多个集成 电路芯片对应的

控制端 口。

28、根据权利要求 27 所述 的电容式触摸屏，其特征在于，所述 电

容式触摸屏还包括与所述集成 电路芯片对应的控制端 口相连接 的地

29、根据权利要求 28 所述 的电容式触摸屏，其特征在于，所述地

线呈波浪形或锯齿形 。

30、根据权利要求 27 所述 的电容式触摸屏 ，其特征在于，所述基

板为玻璃 、钢化玻璃 、有机玻璃或 ΡΕ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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