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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面板和显示装置

(57)摘要

本申请公开了一种显示面板和显示装置，所

述显示面板包括：第一基板；第二基板，与第一基

板相对设置；第一基板包括：扫描线；数据线，数

据线与扫描线交叉排布形成多个像素区域；像素

电极层，包括位于各像素区域内的像素电极；公

共电极层，包括对应于像素区域的多个公共电

极；以及金属走线，与各公共电极电连接，金属走

线包括交叉的金属走线行和金属走线列；其中，

像素区域包括透光区和非透光区，金属走线与非

透光区交叠。上述显示面板中设置在像素区域的

非透光区的金属走线可以降低公共电极的电阻，

缩短公共电极上电压信号的延迟时间，同时不会

对显示面板的透过率产生影响，也不会降低开口

率，提高显示面板的显示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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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显示面板，其特征在于，包括：

第一基板；

第二基板，与所述第一基板相对设置；

所述第一基板包括：

扫描线，为所述显示面板提供扫描信号；

数据线，为所述显示面板提供数据信号，所述数据线与所述扫描线交叉排布形成多个

像素区域；

像素电极层，包括位于各所述像素区域内的像素电极；

公共电极层，包括对应于所述像素区域的多个公共电极；以及

金属走线，与各所述公共电极电连接，所述金属走线用于为显示阶段的所述公共电极

提供显示信号，以及所述金属走线用于为触控阶段的所述公共电极提供触控信号，所述金

属走线包括交叉的金属走线行和金属走线列；

其中，所述像素区域包括透光区和非透光区，所述金属走线与所述非透光区交叠；

所述的显示面板还包括位于所述第一基板和第二基板之间的液晶层；

所述像素电极和所述公共电极的电场使得每一个所述像素区域对应的所述液晶层形

成至少两个液晶畴；

在各所述像素区域内形成的所述液晶畴为竖多畴；

在各所述像素区域，所述竖多畴中靠近所述像素区域的上边缘的所述液晶畴的第一端

点的连线位于非透光区，或者所述竖多畴中靠近所述像素区域的下边缘的所述液晶畴的第

二端点的连线位于非透光区；

所述第一端点为靠近所述像素区域的上边缘的所述液晶畴的上端点；

所述第二端点为靠近所述像素区域的下边缘的所述液晶畴的下端点；

所述金属走线行向所述像素区域的正投影与所述非透光区交叠；

黑色矩阵，设置在所述第二基板上，所述黑色矩阵包括交叉设置的黑色矩阵行和黑色

矩阵列；

所述金属走线列向所述黑色矩阵的正投影位于所述黑色矩阵列；

所述扫描线与所述黑色矩阵行的延伸方向平行；

在所述黑色矩阵列的延伸方向上，所述扫描线与所述金属走线行在所述第一基板的正

投影之间的距离为a，且满足a＞0.5μm；

所述金属走线与所述像素电极设在同一层。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显示面板，其特征在于，所述金属走线与所述公共电极相接

触，以使所述金属走线与所述公共电极电连接。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显示面板，其特征在于，所述金属走线和所述公共电极之间设

有第一绝缘层，所述第一绝缘层上设有通孔，所述金属走线通过所述通孔与所述公共电极

电连接。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显示面板，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基板包括触控扫描电极，所

述触控扫描电极沿所述黑色矩阵列的方向延伸；

所述第二基板包括触控感应电极，所述触控感应电极沿所述黑色矩阵行的方向延伸。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显示面板，其特征在于，所述公共电极复用为所述触控扫描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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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

6.一种显示面板，其特征在于，包括：

第一基板；

第二基板，与所述第一基板相对设置；

所述第一基板包括：

扫描线，为所述显示面板提供扫描信号；

数据线，为所述显示面板提供数据信号，所述数据线与所述扫描线交叉排布形成多个

像素区域；

像素电极层，包括位于各所述像素区域内的像素电极；

公共电极层，包括对应于所述像素区域的多个公共电极；以及

金属走线，与各所述公共电极电连接，所述金属走线用于为显示阶段的所述公共电极

提供显示信号，以及所述金属走线用于为触控阶段的所述公共电极提供触控信号，所述金

属走线包括交叉的金属走线行和金属走线列；

其中，所述像素区域包括透光区和非透光区，所述金属走线与所述非透光区交叠；

所述的显示面板还包括位于所述第一基板和第二基板之间的液晶层；

所述像素电极和所述公共电极的电场使得每一个所述像素区域对应的所述液晶层形

成至少两个液晶畴；

在各所述像素区域内形成的所述液晶畴为横多畴；

黑色矩阵，设置在所述第二基板上，所述黑色矩阵包括交叉设置的黑色矩阵行和黑色

矩阵列；

所述金属走线行向所述黑色矩阵的正投影位于所述黑色矩阵行；

在所述黑色矩阵列的延伸方向上，所述扫描线与所述金属走线行在所述第一基板的正

投影之间的距离为a，且满足a＞0.5μm；

所述金属走线与所述像素电极设在同一层。

7.一种显示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如权利要求1-6之一所述的显示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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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面板和显示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申请涉及显示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显示面板，以及包括该显示面板的显示

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近几年，液晶显示技术作为主流的显示技术之一，已经被广泛的应用于电视、手机

等的显示。通常，液晶装置中的显示面板主要包括相对设置的第一基板和第二基板，以及设

置在第一基板和第二基板之间的液晶层。上述第一基板可以为显示面板中的阵列基板，该

第一基板主要包括扫描线、数据线、像素电极和公共电极等，其中的公共电极通常可以采用

透明导电的氧化铟锡(ITO)材料制成，这使得公共电极本身电阻较大。因此，当通过公共电

极线向公共电极施加公共电压时，由于公共电极的电阻较大，将带来信号延迟等问题，严重

影响液晶显示面板的显示质量。

[0003] 目前，业内通过在公共电极上覆盖条状金属的方法来降低公共电极的电阻。但是

随着液晶显示面板的尺寸增加，公共电极的电阻也增加，上述覆盖条状金属降低公共电极

电阻的方法已经不能满足现有液晶显示产品的需要。

发明内容

[0004] 鉴于现有技术中的上述缺陷，本申请实施例提供一种显示面板以及包括该显示面

板的显示装置，来解决以上背景技术部分提到的技术问题。

[0005]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第一方面，本申请实施例提供了一种显示面板，包括：第一基

板；第二基板，与上述第一基板相对设置；上述第一基板包括：扫描线，为显示面板提供扫描

信号；数据线，为显示面板提供数据信号，上述数据线与上述扫描线交叉排布形成多个像素

区域；像素电极层，包括位于上述各像素区域内的像素电极；公共电极层，包括对应于上述

像素区域的多个公共电极；以及金属走线，与上述各公共电极电连接，该金属走线用于为显

示阶段的公共电极提供显示信号，以及上述金属走线用于为触控阶段的公共电极提供触控

信号，上述金属走线包括交叉的金属走线行和金属走线列；其中，上述像素区域包括透光区

和非透光区，上述金属走线与非透光区交叠。

[0006] 第二方面，本申请实施例还提供了一种显示装置，包括上述的显示面板。

[0007] 本申请实施例提供的显示面板和显示装置，包括第一基板，第二基板，设置在上述

第一基板的像素区域内的像素电极和与像素区域对应的公共电极，以及位于像素区域的非

透光区的与各公共电极电连接的金属走线，这里的金属走线设置在像素区域的非显示区，

包括金属走线行和金属走线列，金属走线行和金属走线列可以有效地降低公共电极的电

阻，缩短公共电极上电压信号的延迟时间，同时上述金属走线行和金属走线列不会对显示

面板的透过率产生影响，也不会降低开口率，保证了显示面板的显示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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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08] 通过阅读参照以下附图所作的对非限制性实施例所作的详细描述，本申请的其它

特征、目的和优点将会变得更明显：

[0009] 图1A示出了本申请的显示面板的一实施例的结构示意图；

[0010] 图1B示出了沿图1A中A-A’线的剖视图；

[0011] 图1C示出了显示面板中金属走线列与黑色矩阵列的位置关系示意图；

[0012] 图2A示出了竖双畴像素区域的结构示意图；

[0013] 图2B示出了横双畴像素区域的结构示意图；

[0014] 图2C示出了竖双畴像素区域中金属走线行与扫描线的一种位置关系示意图；

[0015] 图2D示出了竖双畴像素区域中金属走线行与扫描线的又一种位置关系示意图；

[0016] 图3示出了显示面板中触控扫描电极和触控感应电极的位置关系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7]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申请的原理和特征作进一步的详细说明。可以理解的

是，此处所描述的具体实施例仅仅用于解释相关发明，而非对该发明的限定。另外还需要说

明的是，为了便于描述，附图中仅示出了与发明相关的部分。

[0018] 需要说明的是，在不冲突的情况下，本申请中的实施例及实施例中的特征可以相

互组合。下面将参考附图并结合实施例来详细说明本申请。

[0019] 请参考图1A和图1B，其为本申请的显示面板的一实施例的结构示意图。其中，图1B

是沿着图1A中的虚线A-A’线的剖视图。

[0020] 下面，将结合图1A和图1B来描述本实施例的显示面板的结构。

[0021] 本实施例的显示面板包括第一基板110、扫描线111、数据线112、像素电极113、像

素区域114、公共电极115、金属走线116。

[0022] 在本实施例中，上述第一基板110可以包括为上述显示面板提供扫描信号的扫描

线111，以及为上述显示面板提供数据信号的数据线112，需要说明的是，上述扫描线111和

数据线可以交叉排布形成多个像素区域114，这里的像素区域114可以呈阵列排布，如图1A

所示，且各像素区域114对应一像素电极113。由于上述像素区域114阵列排布，且各像素区

域114对应一像素电极113，各像素电极113也可相应地阵列排布，阵列排布的像素电极113

构成像素电极层。

[0023] 在本实施例中，上述公共电极115可以对应于上述像素区域114设置。上述公共电

极115的形状可以为如图1A所示的条状，显示面板包括多个上述公共电极115。这里，多个上

述公共电极115可以构成显示面板的公共电极层。需要说明的是，上述显示面板还可以设有

与各公共电极115电连接的金属走线116，其中，金属走线116包括金属走线行1161与金属走

线列1162在显示阶段，上述金属走线116为上述显示面板提供显示信号，在触控阶段，上述

金属走线116为上述显示面板提供触控信号。上述金属走线行1161和金属走线列1162可以

交叉设置，例如，上述金属走线行1161可以沿如图1A所示的第一方向延伸，金属走线列1162

可以沿如图1A所示的第二方向延伸，以使金属走线行1161和金属走线列1162交叉设置。可

以理解的是，金属走向行1161延伸的方向不限于图1A所示的第一方向，图中金属走线行

1161的延伸方向仅为示例性的。进一步地，在上述显示面板中，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可以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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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的需要设置与各公共电极115电连接的金属走线行1161和金属走线列1162的数目，例

如，与各公共电极115电连接的金属走线行1161和金属走线列1162的数目可以如图1A所示。

需要说明的是，与各公共电极115电连接的金属走线行1161和金属走线列1162的数目不同，

公共电极115可以降低的电阻的大小不同。

[0024] 在这里，上述公共电极115的“条状”不应狭义地理解为用于限定公共电极115的具

体形状，而应当具有更广泛的内涵，例如，“条状”可以理解为各公共电极115可覆盖k个完整

的子像素列，其中，k为自然数。在这里，像素阵列的列方向为公共电极115延伸的方向，即第

二方向。因此，无论公共电极115具有何种具体形状，只要各公共电极115均覆盖了k个子像

素列，则视为落入了本实施例的保护范围之内。

[0025] 需要说明的是，在图1A中的像素区域114可以包括透光区和非透光区，上述金属走

线116与非透光区相交叠。例如，上述像素区域114为多液晶畴结构，在该像素区域114中的

相邻液晶畴交界处的黑色区域可以认为是该像素区域114的非透光区，上述金属走线行

1161和/或金属走线列1162可以设置在像素区域的非透光区。

[0026] 在本实施例的一些可选的实现方式中，上述金属走线行1161和金属走线列1162与

上述公共电极115相接触，以使金属走线行1161和金属走线列1162与对应的公共电极115电

连接。如图1B所示，上述金属走线列1162设置在公共电极115上侧，并与公共电极115相接

触，使得上述金属走线列1162与公共电极115电连接。可以理解的是，上述金属走线行1161

也可以通过如上方式与公共电极115电连接(未示出)。上述金属走线行1161和金属走线列

1162还可以设置在公共电极115的下侧以实现接触电连接，该设置与上述类似，这里不再赘

述。

[0027] 在本实施例的一些可选的实现方式中，上述金属走线116和公共电极115之间可以

设有第一绝缘层，该第一绝缘层上设有通孔，上述金属走线116可以通过上述通孔与上述公

共电极115电连接。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第一绝缘层可以为上述像素电极层和公共电极层

之间的绝缘层117，也可以为上述像素电极层和数据线112等所在的信号布线层之间的平坦

化膜层118。例如，上述金属走线116可以与像素电极113设在在同一层，则上述第一绝缘层

可以为上述像素电极层和公共电极层之间的绝缘层117，并且该第一绝缘层上设有多个通

孔，上述金属走线116可以通过上述通孔与对应的公共电极115电连接，使得各上述公共电

极115的电阻降低。

[0028] 通常，显示面板还可以包括与上述第一基板110平行设置的第二基板120，并且该

第二基板120设有黑色矩阵，如图1C所示，图1C示出了显示面板中黑色矩阵与金属走线行

1161的位置关系。上述黑色矩阵包括黑色矩阵行(未示出)和黑色矩阵列121。其中，黑色矩

阵行延伸的方向可以与上述第一方向平行，黑色矩阵列121延伸的方向可以与上述第二方

向平行。上述金属走线列1162向上述黑色矩阵的正投影可以与上述黑色矩阵列121交叠，如

图1C所示。这样一来，金属走线列1162在降低公共电极115的电阻的同时不会对显示面板的

透过率产生影响，也不会降低开口率，保证了显示面板的显示质量。

[0029] 在本实施例的一些可选的实现方式中，上述显示面板还可以包括设置于上述第一

基板110和第二基板120之间的液晶层(未示出)。上述像素电极113和公共电极115的电场可

以使得各像素区域114对应的液晶层形成至少两个液晶畴。具体地，首先可以在上述像素电

极113上形成预设形状的缝隙或凸起，使得上述像素电极113和公共电极115形成多角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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夹角，获得多个不同角度的电场，之后上述不同角度的电场可以将像素电极113对应的像素

区域114的液晶层分割成多个液晶畴。并且受边缘电场的影响，在上述液晶畴中可以形成与

像素电极113的缝隙对应的畴线。需要说明的是，在同一个像素区域114内的相邻的液晶畴

的交界处，由于受到两个液晶畴区像素电极的形成的作用力方向相反的电场的影响，位于

交界处的液晶分子无法转动，不能起到改变线偏振光偏振方向的作用，导致除了零阶灰度

之外的各阶灰度下光线均无法通过上偏振片，也即，在上述像素区域114内的各液晶畴的相

交处会产生黑色区域，该黑色区域可以认为是该像素区域114的非透光区。例如，像素区域

2141可以形成如图2A所示的结构，图2A示出了竖双畴像素区域的结构示意图，在如图所示

的像素区域2141内可以形成两个液晶畴，分别为第一液晶畴201和第二液晶畴202，并且第

一液晶畴201的畴线204和第二液晶畴202的畴线205延伸方向与上述像素电极113的缝隙延

伸方向一致，在该像素区域214内的上述第一液晶畴201和第二液晶畴202的相交处形成黑

色区域，该黑色区域为该像素区域2141的非透光区203。

[0030] 在本实施例的一些可选的实现方式中，在在各像素区域114内形成的液晶畴可以

为横多畴。在上述显示面板中，当上述像素区域114内形成的液晶畴为横多畴时，在各横多

畴像素区域114中，相邻的液晶畴的相交处形成黑色区域，该黑色区域为非透光区，上述金

属走线行1161向像素区域的正投影可以与上述非透光区交叠。这样一来，金属走线行1161

可以在降低公共电极115的电阻的同时不会对显示面板的透过率产生影响，也不会降低开

口率。例如，当上述横多畴像素区域114如图2B所示，像素区域中的第一类液晶分子2061和

第二类2071分别受到如图中F1和F2的电场力的作用，使得该像素区域形成如图2B所示的横

双畴像素区域2142，图2B示出了横双畴像素区域2142的结构示意图，该横双畴像素区域

2142包括第一液晶畴206和第二液晶畴207，在该第一液晶畴206和第二液晶畴207的相交处

的第三类液晶分子2081同时会受到上述电场力F1和电场力F2的作用，由此可见，该液晶分

子2081受到的合力F3如图所示，使得上述液晶分子2081不能发生偏转，而形成如图所示的

非透光区208。因此，上述金属走线行1161向上述横双畴像素区域2142的正投影可以与非透

光区208交叠。

[0031] 在本实施例的一些可选的实现方式中，在各像素区域内形成的液晶畴还可以为竖

多畴。在上述显示面板中，当上述像素区域内形成的液晶畴为竖多畴时，在各竖多畴像素区

域中的各液晶畴形成有与该竖多畴像素区域对应的像素电极的缝隙延伸方向一致的畴线，

各液晶畴的畴线通常存在两个端点，在同一个液晶畴内，相邻畴线的相邻端点连线处为该

竖多畴像素区域非透光区。上述金属走线行向上述竖多畴像素区域的正投影与该竖多畴像

素区域114的非透光区交叠，这样一来，金属走线行可以在降低公共电极的电阻的同时不会

对显示面板的透过率产生影响，也不会降低开口率。

[0032] 通常，上述竖多畴像素区域中的非透光区可以包括两种，其中一种非透光区位于

竖多畴像素区域的各液晶畴的相邻畴线的相邻端点连接处，并且上述畴线的端点不与该竖

多畴像素区域的上边缘或下边缘相邻近，即上述非透光区为其所在竖多畴像素区域中相邻

液晶畴的相交处形成的黑色区域；另一种非透光区位于竖多畴像素区域中与该竖多畴像素

区域的上边缘或下边缘邻近的液晶畴中，在该液晶畴的畴线中存在与上述竖多畴像素区域

的上边缘或下边缘邻近的端点，上述非显示区位于该端点的连线处。需要说明的是，由于位

于竖多畴像素区域的上边缘和下边缘的畴线的端点处的液晶分子发生旋转紊乱，对显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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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的白态贡献小，因此该区域可以被认为是非透光区。上述金属走线行向上述竖多畴像素

区域的正投影可以与上述非透光区交叠。例如，当上述竖多畴像素区域114为如图2A所示的

竖双畴像素区域2141时，该竖双畴像素区域2141包括第一液晶畴201和第二液晶畴202，并

且第一液晶畴201的畴线204与第二液晶畴202的畴线205的延伸方向不同，上述金属走线行

1161向竖双畴像素区域2141的正投影可以与上述非透光区203交叠；或者上述竖双畴像素

区域2141可以如图2C所示，图2C示出了竖双畴像素区域中金属走线行与扫描线的一种位置

关系示意图，该竖双畴像素区域2141的非透光区209可以位于第二液晶畴202中的畴线205

的端点连接处，并且这里的端点是与竖双畴像素区域2141的下边缘相邻近的端点，该非透

光区209的分布位置可以如图2C所示，以使上述金属走线行1161向竖双畴像素区域2141的

正投影可以与上述非透光区209交叠；或者上述竖双畴像素区域2141可以如图2D所示，图2D

示出了竖双畴像素区域中金属走线行与扫描线的另一种位置关系示意图，该竖双畴像素区

域241的非透光区210可以位于第一液晶畴201中的畴线204的端点连接处，并且这里的端点

是与竖双畴像素区域2141的上边缘相邻近的端点，该非透光区210的分布位置可以如图2D

所示，以使上述金属走线行1161向竖双畴像素区域2141的正投影可以与上述非透光区210

交叠。

[0033] 综上所述，当上述显示面板的像素区域114为横多畴像素区域时，上述金属走线行

1161向上述横多畴像素区域114的正投影可以与上述黑色矩阵行和/或非透光区208交叠；

当上述显示面板的像素区域114为竖多畴像素区域时，上述金属走线行1161向上述竖多畴

像素区域114的正投影可以与以下至少一项相交叠：黑色矩阵行、非透光区203、非透光区

209、非透光区210。在显示面板中，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可以根据实际需要自行设置上述金属

走线行1161的数目和位置。进一步地，根据图2C可以看出，上述金属走线行1161的延伸方向

不仅限于图1A中的第一方向，金属走线行1161可以根据像素区域中非透光区的形状和延伸

方向相应设置。

[0034] 在本实施例的一些可选的实现方式中，当上述显示面板的金属走线行1161向像素

区域的正投影与上述非透光区209或非透光区210交叠时，上述金属走线行1161和其所在显

示面板的扫描线在上述第一基板110的正投影之间的距离为a，如图2C和2D所示，且这里的a

需要满足a＞0.5μm。上述距离a的设置可以避免金属走线行1161和扫描线在垂直于上述第

一基板110的方向上相交叠，即避免上述金属走线行1161和扫描线之间形成干扰电容，可以

避免干扰电容降低显示面板的显示质量的情况的发生。

[0035] 在本实施例的一些可选的实现方式中，上述显示面板可以为触控显示面板，在该

显示面板中的公共电极可以复用为触控扫描电极301，如图3所示，图3为在上述显示面板中

触控扫描电极和触控感应电极的分布示意图，上述触控扫描电极301可以设置在第一基板

中中，上述触控扫描电极301可以沿上述黑色矩阵列的方向延伸，如图所示，该触控扫描电

极301在显示阶段被加载公共电极信号，在触控阶段被加载触控扫描信号Tx；上述触控感应

电极302可以设置在第二基板上，触控感应电极302可以沿上述黑色矩阵行的方向延伸，如

图所示，该触控感应电极302在显示阶段被加载公共电极信号，在触控阶段输出触控感应信

号Rx。通常，各触控扫描电极301加载上述触控扫描信号Tx可以不相同，各触控感应电极302

输出的触控感应信号Rx也可以不相同。

[0036] 本申请的上述实施例提供的显示面板，通过设置与公共电极115电连接的金属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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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行1161和金属走线列1162，有效地降低了公共电极115的电阻，缩短了公共电极上电压信

号的延迟时间，并且上述金属走线行1161向像素区域的正投影与各像素区域114的非透光

区交叠，金属走线列1162向黑色矩阵的正投影与黑色矩阵列121交叠，这样一来，金属走线

行1161和金属走线列1162可以在降低公共电极115的电阻的同时不会对显示面板的透过率

产生影响，也不会降低开口率，保证了显示面板的显示质量。

[0037] 此外，本申请还提供了一种显示装置，可以包括上述实施例中的显示面。该显示装

置中显示面板的结构和功能与上述实施例相同，这里不再赘述。

[0038] 本领域技术人员可以理解，上述显示面板还包括一些其他公知结构，例如光源、驱

动电路等，为了不必要地模糊本公开的实施例，这些公知的结构在上述实施例中未提及。

[0039] 以上描述仅为本申请的较佳实施例以及对所运用技术原理的说明。本领域技术人

员应当理解，本申请中所涉及的发明范围，并不限于上述技术特征的特定组合而成的技术

方案，同时也应涵盖在不脱离所述发明构思的情况下，由上述技术特征或其等同特征进行

任意组合而形成的其它技术方案。例如上述特征与本申请中公开的(但不限于)具有类似功

能的技术特征进行互相替换而形成的技术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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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B

图1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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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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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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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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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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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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