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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Abstract: A capacitor, comprising a first electrode layer ( 10) and a
second electrode layer (20) oppositely arranged, and an insulation lay
er (30) between the first electrode layer (10) and the second electrode
layer (20). The first electrode layer (10) comprises at least two first
electrodes (1001) and at least one first connection electrode ( 1002), and
each first connection electrode ( 1002) i s connected to two adjacent first
electrodes (1001). The second electrode layer (20) comprises at least
two second electrodes (2001) and at least one second connection elec
trode (2002), and each second connection electrode (2002) i s connected
to two adjacent second electrodes (2001). The second electrodes (2001)
directly face the first electrodes (1001), respectively. Orthographic pro
jections of the second electrodes (2001) on the first electrode layer (10)
cover the first electrodes (1001), respectively. A n orthographic projec
tion of the second connection electrode (2002) on the first electrode
layer (10) does not overlap the first connection electrode (1002). The
present invention prevents short-circuit failures between the first con

图 1 nection electrode (1002) and the second connection electrode (2002)
introduced by molten metal or metal residues generated during a laser
cutting process, thus improving the repair success 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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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摘 要 ： 一 种 电 容 ， 该 电 容 包 括 相 对 设 置 的 第 一 电 极 层 （10 ) 、 第 二 电 极 层 ( 20 ) 及 位 于 第 一 电极 层

( 10 ) 与 第 二 电 极 层 （20 ) 之 间 的 绝 缘 层 （30 ) ， 第 一 电 极 层 （10 ) 包 括 至 少 两 个 第 一 电 极 （1001 ) 和

至 少 一 个 第 一 连 接 电 极 （1002 ) ， 每 个 第 一 连 接 电 极 （1002 ) 连 接 相 邻 的 两 个 第 一 电 极 （1001 ) ， 第 二

电 极 层 （20 ) 包 括 至 少 两 个 第 二 电极 （2001 ) 和 至 少 一 个 第 二 连 接 电 极 （2002 ) ， 每 个 第 二 连 接 电 极
( 2002 ) 连 接 相 邻 的 两 个 第 二 电 极 （2001 ) ， 各 第 二 电 极 （2001 ) 分 别 正 对 各 第 一 电 极 （1001 ) ， 第 二 电 极

( 2001 ) 在 第 一 电 极 层 （10 ) 上 的 正 投 影 分 别 覆 盖 第 一 电 极 （1001 ) ， 各 第 二 连 接 电 极 （2002 ) 在 第 一 电

极 层 （10 ) 上 的 正 投 影 均 与 第 一 连 接 电 极 （1002 ) 不 相 交 。 激 光 切 割 过 程 产 生 的 融 化 金 属 或 金 属 残 渣 不

会 使 第 一 连 接 电极 （1002 ) 与 第 二 连 接 电极 （2002 ) 发 生 新 的 短 路 不 良， 维 修 成 功 率 高 。



电容、平板显示器及电容的制作方法

技术领域

本 申请 涉及显示技术领域 ，尤其是涉及一种 电容 、平板显示器及 电容的制

作方法。

條 支纟

电容是平板显示器中常用的电子器件 ，传统的电容结构 包括 两层金属和夹

在 两层金属 中间并隔绝两层金属 的绝缘层 。制备 电容时，在薄膜沉积工艺或者

其他工艺中，基板表 面、电极层 内或绝缘层之 中容 易产生颗粒导致 两层金属接

触而 出现短路 的问题 ，致使 电容功能完全失效 ，影响平板显示器的质量。电容

的生产工艺流程 中，如何维修生产线上的电容不 良品对降低生产成本显得尤为

重要 。

现有技术中，电容不 良品的维修方式是釆用激光切割移除短路 的部分 ，但

是在 电容被激光切割 的位置，由于融化 的金属或者金属残渣相互接触导致 两层

金属之 间容 易产生新 的短路不 良，造成二次不 良，导致维修 失败，电容的维修

成功率低 ，造成材料浪 费，增加 了生产成本 。

发明内容

本 申请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 电容 、平板显示器及 电容的制作方法，

用以解决现有技术 中由于融化 的金属或者金属残渣相 互接触导致 两层金属之

间容 易产生新的短路 不 良，造成二次不 良，导致维修失败，电容的维修成功率

低 ，造成材料浪 费，增加 了生产成本的问题 。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 ，本 申请提供一种 电容 ，所述 电容 包括相对设置的第

一电极层 、第二 电极层及位 于所述第一 电极层与所述第二 电极层之 间的绝缘层 ，

所述第一 电极层 包括至少两个第一 电极和至少一个第一连接 电极 ，每个所述第

一连接 电极连接相邻 的两个所述第一电极 ，所述第二 电极层 包括至少两个第二

电极和至少一个第二连接 电极 ，每个所述第二连接 电极连接相邻的两个所述第

二 电极 ，各所述第二 电极分别正对各所述第一 电极 ，所述第二 电极在所述第一



电极层上的正投影分别覆盖所述第一电极 ，各所述第二连接 电极在所述第一 电

极层上的正投影均与所述第二连接 电极 不相 交。

其 中，每个所述第一 电极 、所述绝缘层及正对所述第一 电极 的所述第二 电

极层 叠形成一个子 电容单元 ，每个所述第一连接 电极 、所述绝缘层及对应所述

第一连接 电极 的所述第二连接 电极层叠形成一个连接单元；所述子 电容单元的

数量为至少三个 ，包括第一子 电容单元 、第二子 电容单元及第三子 电容单元 ；

所述连接单元的数量为至少两个 ，包括第一连接单元和第二连接单元；所述第

一子 电容单元通过所述第一连接单元连接所述第二子 电容单元 ，所述第二子 电

容单元通过所述第二连接单元连接所述第三子 电容单元 ，所述第一子 电容单元

和所述第三子 电容单元分别位于所述第二子 电容单元相邻的两侧 。

其 中，所述子 电容单元还 包括第四子 电容单元 ，所述连接单元还 包括第三

连接单元和第四连接单元 ，所述第一连接单元 、所述第二连接单元 、所述第三

连接单元及所述第四连接单元阵列排列形成 2*2 的矩阵，所述第三子 电容单元

通过所述第三连接单元连接所述第四子 电容单元 ，所述第四子 电容单元通过所

述第四连接单元连接 所述第一子 电容单元 。

其 中，所述子 电容单元还 包括第五子 电容单元和第六子 电容单元 ，所述连

接单元还 包括第五连接单元 、第六连接单元及第七连接单元 ，所述第一连接单

元 、所述第二连接单元 、所述第三连接单元 、所述第四连接单元 、所述第五连

接单元及所述第六连接单元阵列排列形成 2*3 的矩阵，所述第二子 电容单元通

过所述第五连接单元连接 所述第五子电容单元 ，所述第五子 电容单元通过所述

第六连接单元连接所述第六子 电容单元 ，所述第六子 电容单元通过所述第七连

接单元连接 所述第三子 电容单元 。

其 中，所述子 电容单元还 包括第七子 电容单元 ，所述连接单元还 包括第八

连接单元 ，所述第七子 电容单元通过所述第八连接单元连接所述第五子 电容单

元 ，所述第七子 电容单元位 于所述第五子 电容单元背 离所述第六子 电容单元的

一侧 。

其 中，所述子 电容单元还 包括第八子 电容单元和第九子 电容单元 ，所述连

接单元还 包括第九连接单元 、第十连接单元 、第十一连接单元及第十二连接单

元 ，所述第一连接单元 、所述第二连接单元 、所述第三连接单元 、所述第四连

接单元 、所述第五连接单元 、所述第六连接单元 、所述第七子 电容单元 、所述



第八子 电容单元及所述第九子 电容单元 阵列排列形成 3*3 的矩阵，所述第八子

电容单元通过所述第九连接单元连接所述第二子 电容单元 ，所述第九子 电容单

元通过所述第十连接单元连接所述第一子 电容单元 ，所述第七子 电容单元通过

所述第十一连接单元连接 所述第八子电容单元 ，所述第八子 电容单元通过所述

第十二连接单元连接 所述第九子 电容单元 。

其 中，所述第一 电极层还 包括第一 引线，所述第一 引线用于将所述第一连

接 电极连接 至电源，所述第二 电极层还 包括第二 引线，所述第二 引线用于将所

述第二连接 电极连接 至所述 电源。

其 中，每个所述第一连接 电极 、所述绝缘层及对应所述第一连接 电极 的所

述第二连接 电极层叠形成一个连接单元 ，所述第一 引线与所述第二 引线分别连

接 同一个所述连接单元的所述第一连接 电极与所述第二连接 电极 。

其 中，每个所述第一连接 电极 、所述绝缘层及对应所述第一连接 电极 的所

述第二连接 电极层叠形成一个连接单元 ，所述第一 引线与所述第二 引线分别连

接 不 同的所述连接单元的所述第一连接 电极与所述第二连接 电极 。

本 申请还提供一种平板显示器，所述平板显示器包括以上任意一项所述的

电容 。

本 申请还提供一种 电容的制作方法，包括 ：

在基板上沉积金属或金属合金材料形成第一电极层；

光刻腐蚀和剥 离所述第一 电极层形成至少两个第一 电极与至少一个第一

连接 电极 ，每个所述第一连接 电极连接相邻 的两个所述第一 电极 ；

在所述第一 电极层背离所述基板一侧沉积非金属材料形成绝缘层；

在所述绝缘层 背 离所述第一 电极层一侧沉积金属或金属合金材料形成第

二 电极层；

光刻腐蚀和剥 离所述第二 电极层形成至少两个第二 电极与至少一个第二

连接 电极 ，每个所述第二连接 电极连接相邻 的两个所述第二 电极 ，各所述第二

电极分别正对各所述第一 电极 ，所述第二 电极在所述第一 电极层上的正投影分

别覆盖所述第一 电极 ，各所述第二连接 电极在所述第一 电极层上的正投影均与

所述第二连接 电极不相 交。

其 中，在所述第一 电极层上制作所述第一 电极和所述第一连接 电极 的过程

中，形成所述第一 电极 的数量为至少三个 ，形成所述第一连接 电极 的数量为至



少两个 ，其 中两个所述第一 电极通过所述第一连接 电极分别连接在另一个所述

第一 电极 的相邻的两侧 。

其 中，在所述第一 电极层上制作所述第一 电极和所述第一连接 电极 的过程

中，形成所述第一 电极 的数量为至少四个 ，形成所述第一连接 电极 的数量为至

少四个 ，其 中四个所述第一 电极排列形成 2*2 的矩阵，每个所述第一连接 电极

分别连接在相邻的两个所述第一 电极之 间。

其 中，在所述第一 电极层上制作所述第一 电极和所述第一连接 电极 的过程

中，形成所述第一 电极 的数量为至少六个 ，形成所述第一连接 电极 的数量为至

少七个 ，其 中六个所述第一 电极排列形成 2*3 的矩阵，每个所述第一连接 电极

分别连接在相邻的两个所述第一 电极之 间。

其 中，在所述第一 电极层上制作所述第一 电极和所述第一连接 电极 的过程

中，形成所述第一 电极 的数量为至少七个 ，形成所述第一连接 电极 的数量为至

少八个 ，其 中六个所述第一 电极排列形成 2*3 的矩阵，每个所述第一连接 电极

分别连接在相邻的两个所述第一 电极之 间，另一个所述第一 电极通过所述第一
连接 电极连接 于一个所述第一 电极 背离另一排所述第一 电极 的一侧 。

其 中，在所述第一 电极层上制作所述第一 电极和所述第一连接 电极 的过程

中，形成所述第一 电极 的数量为至少九个 ，形成所述第一连接 电极 的数量为至

少十二个 ，其 中九个所述第一 电极排列形成 3*3 的矩阵，每个所述第一连接 电

极分别连接在相邻的两个所述第一电极之 间。

其 中，所述方法还 包括 ：

在所述基板上沉积金属或金属合金材料形成第一 引线，所述第一 引线位 于

所述第一 电极层 ，并且所述第一 引线连接所述第一连接 电极与电源；在所述绝

缘层 背离所述第一 电极一侧沉积金属或金属合金材料形成第二 引线 ，所述第二

引线位于所述第二 电极层 ，所述第二 引线连接所述第二连接 电极与所述 电源，

所述第一 引线和所述第二 引线用于将所述第一 电极层与所述第二 电极层分别

电连接至所述 电源。

其 中，在制作所述第一 引线与所述第二 引线的过程 中，所述第一 引线连接

的所述第一连接 电极 与所述第二 引线连接 的所述第二连接 电极分别连接相对

应 的两个所述第一 电极与两个所述第二 电极 。

其 中，在制作所述第一 引线与所述第二 引线的过程 中，所述第一 引线连接



的所述第一连接 电极 与所述第二 引线连接 的所述第二连接 电极分别连接 不相

对应 的两个所述第一 电极与两个所述第二 电极 。

本 申请 的有益效果如下：第一 电极层分割成多个第一 电极 ，第二 电极层分

割成多个第二 电极 ，各第一 电极之 间通过第一连接 电极连接 ，各第二 电极之 间

通过第二连接 电极连接 ，每个第一 电极对应与一个第二 电极 配合工作 ，当某一

对第一 电极与第二 电极产生短路 不 良时，在第一连接 电极和第二连接 电极位置

进行激光切割 ，将短路 的一对第一电极与第二 电极与其他 的第一 电极和第二 电

极分 离，由于各第二连接 电极在第一电极层上的正投影均与第二连接 电极不相

交，激光切割过程产生的融化金属或金属残渣不会使第一连接 电极与第二连接

电极发生新 的短路不 良，维修成功率 高，降低 了生产成本。

附图说 明

为 了更清楚地说 明本 申请 实施例 中的技术方案 ，下面将对 实施例 中所需要

使用的附图作 简单地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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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才艮据这些附图获得其他 的附图。

图 1为本 申请 实施例一提供 的电容结构示意图。

图2为本 申请 实施例一提供 的电容的a-a截 面图。

图3为本 申请 实施例一提供 的电容的b-b 截面图。

图4为本 申请 实施例二提供 的电容结构示意图。

图5为本 申请 实施例三提供 的电容结构示意图。

图6为本 申请 实施例四提供 的电容结构示意图。

图7为本 申请 实施例五提供 的电容结构示意图。

图8为本 申请 实施例六提供 的电容结构示意图。

图9至图 11为本 申请 实施例七提供 的电容结构示意 图。

图 12至图 15为本 申请 实施例提供 的电容激光切割过程示意 图。

图 16至图 17为本 申请 实施例提供 的电容的制作方法的过程示意 图。

具体 实施方式



下面将结合本 申请 实施例 中的附图，对本 申请 实施例 中的技 术方案进行清

楚 、完整地描述 ，显 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 申请一部分 实施例 ，而不是

全部 的实施例 。基 于本 申请 中的实施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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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施例 ，都属于本 申请保护 的范围。

请一并参 阅图 1、图2及 图3，图2和 图3分别 图 1所示的电容的 a-a截 面图和

b-b 截 面图。本 申请 实施例一提供 的电容位 于基板 40之上 ，具体 的，电容 包括

相对设 置的第一电极层 10、第二 电极层 20及位 于第一 电极层 10与第二 电极层 20

之 间的绝缘层 30，绝缘层 30将第一 电极层 10和第二 电极层 20相 互隔 离，以防止

第一 电极层 10和第二 电极层 20相 互接触发生短路 。第一 电极层 10包括至少两个

第一 电极 1001 和至少一个第一连接 电极 1002 ，每个第一连接 电极 1002 连接相邻

的两个第一 电极 1001 ，即当一个第一 电极 1001 或一个第一连接 电极 1002 与 电源

接通 ，则整个第一 电极层 10都与 电源电连接 ；第二 电极层 20包括至少两个第二

电极 200 1和至少一个第二连接 电极 2002 ，每个第二连接 电极 2002 连接相邻 的两

个第二 电极 2001 ，即当一个第二 电极 2001 或一个第二连接 电极 2002 与 电源接通 ，

则整个第二 电极层 20都与 电源电连接 。本 实施例 中，第一 电极 1001 的数量为两

个 ，第二 电极 2001 的数量为两个 ，第一连接 电极 1002 的数量为一个 ，第二连接

电极 2002 的数量为一个 。进一步的，各第二 电极 200 1分别正对各第一 电极 100 1，

第二 电极 2001 在第一 电极层 10上 的正投 影分别覆盖第一 电极 1001 ，即每个第一

电极 1001 都对应与一个第二 电极 2001 与它 匹配 工作 并用于实现 电容 的功能；各

第二连接 电极 2002 在第一 电极层 10上的正投 影均与第二连接 电极 2002 不相 交，

当某一对第一 电极 1001 与第二 电极 2001 产生短路 不 良时，在第一连接 电极 1002

和第二连接 电极 2002 位置进行激光切割 ，将短路 的一对第一 电极 1001 与第二 电

极 200 1与其他 的第一 电极 100 1和第二 电极 200 1分 离，由于各第二连接 电极 2002

在第一 电极层 10上的正投 影均与第二连接 电极 2002 不相 交，激光切割过程产生

的融化金属或金属残渣不会使第一连接 电极 1002 与第二连接 电极 2002 发生新

的短路 不 良，维修成功率 高，降低 了生产成本 。

进一步的，每个第一 电极 1001 、绝缘层 30及正对第一 电极 1001 的第二 电极

层 20叠形成一个子 电容单元 ，每个第一连接 电极 1002 、绝缘层 30及对应第一连

接 电极 1002 的第二连接 电极 2002 层 叠形成一个连接单元 ，每相邻 的两个子 电容



单元之 间通过一个连接单元相互连接 。本 实施例 中，子 电容单元 包括第一子 电

容单元 101和第二子 电容单元 102 ，连接单元 包括第一连接单元 201 ，第一连接

单元 201 连接 第一子 电容单元 101和第二子 电容单元 102 ，当第一子 电容单元 101

或第二子 电容单元 102 的第一 电极 1001 与第二 电极 2001 产生短路 不 良时，激光

切割 第一连接单元 201 ，将第一子 电容单元 101和第二子 电容单元 102 隔断，即

可保持 未短路 的子 电容单元正常工作 ，避免直接报废整个 电容 ，降低 了生产成

本 。由于第二连接 电极 2002 在第一 电极层 10上 的正投影与第二连接 电极 2002

不相 交，激光切割过程产生的融化金属或金属残渣不会使第一连接单元 201 内

部发生新 的短路 不 良，维修成功率 高，降低 了生产成本 。

图4为本 申请 实施例二提供 的电容结构示意 图，如 图所示 ，子 电容单元 包

括第一子 电容单元 101 、第二子 电容单元 102及第三子 电容单元 103 ，连接单元

包括第一连接单元 201 和第二连接单元 202 ，第一子 电容单元 101通过第一连接

单元 201 连接 第二子 电容单元 102 ，第二子 电容单元 102通过第二连接单元 202

连接 第三子 电容单元 103 ，第一子 电容单元 101和第三子 电容单元 103分别位 于

第二子 电容单元 102相邻 的两侧 。具体 的，第一子 电容单元 101 、第二子 电容单

元 102及第三子 电容单元 103为形状 、尺寸相 同的结构 ，子 电容单元 包括一对第

一边和一对连接一对第一边的第二边 ，即每个第一边的两端各连接一个第二边 ，

每个第二边的两端各连接 一个第一边，第一边 、第二边 、第一边 、第二边依 次

首尾相连形成封 闭的图形 。第一连接单元 201 的一端和第二连接单元 202 的一端

分别连接 第二子 电容单元 102相连的一个第一边和一个第二边 ，第一连接单元

201 的另一端连接 第一子 电容单元 101 ，第二连接单元 202 的另一端连接 第三子

电容单元 103 ，以使第一子 电容单元 101和第三子 电容单元 103分别位 于第二子

电容单元 102相邻 的两侧 ，满足设备对 电容结构形状 的设计要 求 。

当第一子 电容单元 101 、第二子 电容单元 102及第三子 电容单元 103之 中的

任意一个子 电容单元 的第一 电极 1001 和第二 电极 2001 发生短路 不 良时，激光切

割短路 的子 电容单元用于连接其他子 电容单元 的连接单元 ，将该子 电容单元与

其他正常工作 的子 电容单元 隔断 ，即可保持其他 未短路 的子 电容单元正常工作 ，

避免 直接报废整个 电容 ，降低 了生产成本 。由于被切割 的连接单元 的第二连接

电极 2002 在第一 电极层 10上 的正投影与第二连接 电极 2002 不相 交，激光切割过



程产生的融化金属或金属 残渣不会使被切割 的连接单元 内部发生新 的短路 不

良，维修成功率 高，降低 了生产成本 。

图5为本 申请 实施例三提供 的电容结构示意 图，如 图所示 ，本 实施例与 实

施例二 的区别在于，子 电容单元还 包括第四子 电容单元 104 ，连接单元还 包括

第三连接单元 203 和第四连接单元 204 ，第一连接单元 201 、第二连接单元 202 、

第三连接单元 203 及第四连接单元 204 阵列排 列形成 2*2 的矩阵，第三子 电容单

元 103通过第三连接单元 203 连接 第四子 电容单元 104 ，第四子 电容单元 104通过

第四连接单元 204 连接 第一子 电容单元 101 。当第一子 电容单元 101 、第二子 电

容单元 102 、第三子 电容单元 103及第四连接单元 204 之 中的任 意一个子 电容单

元 的第一 电极 1001 和第二 电极 2001 发生短路 不 良时，激光切割短路 的子 电容单

元用于连接 其他子 电容单元 的连接单元 ，将该子 电容单元与其他正常工作 的子

电容单元 隔断，即可保持其他 未短路 的子 电容单元正常工作 ，避免 直接报废整

个 电容 ，降低 了生产成本 。由于被切割 的连接单元 的第二连接 电极 2002 在第一

电极层 10上 的正投影与第二连接 电极 2002 不相 交，激光切割过程产生的融化金

属或金属残渣不会使被切割 的连接单元 内部发生新 的短路 不 良，维修成功率 高，

降低 了生产成本 。

图6为本 申请 实施例四提供 的电容结构示意 图，如 图所示 ，本 实施例与 实

施例三的区别在于，子 电容单元还 包括第五子 电容单元 105和第六子 电容单元

106 ，连接单元还 包括第五连接单元 205 、第六连接单元 206 及第七连接单元 207 ，

第一连接单元 201 、第二连接单元 202 、第三连接单元 203 、第四连接单元 204 、

第五连接单元 205 及第六连接单元 206 阵列排 列形成 2*3 的矩阵，第二子 电容单

元 102通过第五连接单元 205 连接 第五子 电容单元 105 ，第五子 电容单元 105通过

第六连接单元 206 连接 第六子 电容单元 106 ，第六子 电容单元 106通过第七连接

单元 207 连接 第三子 电容单元 103 。当任意一个子 电容单元 的第一 电极 1001 和第

二 电极 2001 发生短路 不 良时，激光切割短路 的子 电容单元用于连接其他子 电容

单元 的连接单元 ，将该子 电容单元与其他正常工作 的子 电容单元 隔断，即可保

持其他 未短路 的子 电容单元正常工作 ，避免直接报废整个 电容 ，降低 了生产成

本 。由于被切割 的连接单元 的第二连接 电极 2002 在第一 电极层 10上的正投影与

第二连接 电极 2002 不相 交，激光切割过程产生 的融化金属或金属残渣不会使被



切割的连接单元 内部发生新的短路不良，维修成功率高，降低 了生产成本。

图7为本 申请 实施例五提供的电容结构示意图，如图所示，本实施例与实

施例四的区别在于，子电容单元还 包括第七子电容单元 107，连接单元还 包括

第八连接单元208 ，第七子电容单元 107通过第八连接单元208连接第五子电容

单元 105，第七子电容单元 107位于第五子电容单元 105背离第六子电容单元 106

的一侧。具体的，各子电容单元为形状 、尺寸相 同的结构 ，子电容单元 包括一

对第一边和一对连接一对第一边的第二边，即每个第一边的两端各连接一个第

二边，每个第二边的两端各连接一个第一边，第一边、第二边、第一边、第二

边依次首尾相连形成封 闭的图形。第五连接单元205 的一端、第六连接单元206

的一端及第八连接单元208 的一端分别连接第五子电容单元 105相连的一个第

一边、一个第二边及一个第一边，第六连接单元206 的另一端连接第六子电容

单元 106，第八连接单元 208 的另一端连接第七子电容单元 107，以使第六子电

容单元 106和第七子电容单元 107位于第五子电容单元 105相对的两侧，满足设

备对 电容结构形状的设计要求。

当任意一个子电容单元的第一电极 100 1和第二 电极 200 1发生短路不良时，

激光切割短路的子电容单元用于连接其他子电容单元的连接单元，将该子电容

单元与其他正常工作的子电容单元隔断，即可保持其他未短路的子电容单元正

常工作 ，避免直接报废整个电容，降低 了生产成本。由于被切割的连接单元的

第二连接 电极 2002 在第一电极层 10上的正投影与第二连接 电极 2002 不相交，激

光切割过程产生的融化金属或金属残渣不会使被切割的连接单元 内部发生新

的短路不良，维修成功率高，降低 了生产成本。

图8为本 申请 实施例六提供的电容结构示意图，如图所示，本实施例与实

施例五的区别在于，子电容单元还 包括第八子电容单元 108和第九子电容单元

109，连接单元还 包括第九连接单元209 、第十连接单元210 、第十一连接单元

211及第十二连接单元 212 ，第一连接单元201 、第二连接单元202 、第三连接单

元203 、第四连接单元204 、第五连接单元 205 、第六连接单元 206 、第七子电容

单元 107、第八子电容单元 108及第九子电容单元 109阵列排列形成 3*3 的矩阵，

第八子电容单元 108通过第九连接单元209连接第二子电容单元 102，第九子电

容单元 109通过第十连接单元 210连接第一子电容单元 101 ，第七子电容单元 107



通过第十一连接单元 211 连接 第八子 电容单元 108 ，第八子 电容单元 108通过第

十二连接单元 212 连接 第九子 电容单元 109 。当任意一个子 电容单元 的第一 电极

1001 和第二 电极 2001 发生短路 不 良时，激光切割短路 的子 电容单元用于连接其

他子 电容单元 的连接单元 ，将该子 电容单元与其他正常工作 的子 电容单元 隔断 ，

即可保持其他 未短路 的子 电容单元正常工作 ，避免直接报废整个 电容 ，降低 了

生产成本 。由于被切割 的连接单元 的第二连接 电极 2002 在第一 电极层 10上的正

投影与第二连接 电极 2002 不相 交，激光切割过程产生 的融化金属或金属残渣不

会使被切割 的连接单元 内部发生新 的短路 不 良，维修成功率 高，降低 了生产成

本 。

第一 电极层 10分割成多个第一 电极 1001 ，第二 电极层 20分割成多个第二 电

极 2001 ，各第一 电极 1001 之 间通过第一连接 电极 1002 连接 ，各第二 电极 2001

之 间通过第二连接 电极 2002 连接 ，每个第一 电极 100 1对应与一个第二 电极 2001

配合 工作 ，当某一对第一 电极 1001 与第二 电极 2001 产生短路 不 良时，在第一连

接 电极 1002 和第二连接 电极 2002 位置进行激光切割 ，将短路 的一对第一 电极

1001 与第二 电极 2001 与其他 的第一 电极 1001 和第二 电极 2001 分 离，由于各第二

连接 电极 2002 在第一 电极层 10上 的正投 影均与第二连接 电极 2002 不相 交，激光

切割过程产生的融化金属或金属 残渣不会使 第一连接 电极 1002 与第二连接 电

极 2002 发生新 的短路 不 良，维修成功率 高，降低 了生产成本 。

请一并参 阅图9、图 10及 图 11，本 申请 实施例七提供 的电容与其他 实施例

相 比，区别在 于，第一 电极层 10还 包括第一 引线 501 ，第一 引线 501 连接 第一连

接 电极 1002 与 电源，第二 电极层 20还 包括第二 引线 502 ，第二 引线 502 连接 第二

连接 电极 2002 与 电源，由于各子 电容单元之 间通过连接单元相互连接 ，故第一

引线 501 和第二 引线 502将第一 电极层 10与第二 电极层 20分别 电连接 至 电源，以

使 电容通 电工作 。

一种 实施方式 中，第一 引线 501 与第二 引线 502 分别连接 同一个连接单元 的

第一连接 电极 1002 与第二连接 电极 2002 。具体 的，以实施例四的电容为例 ，如

图9所示 ，第一 引线 501 和第二 引线 502 均连接 至第二连接单元 202 ，即第一 引线

501 连接 第二连接单元 202 的第一连接 电极 1002 与 电源，第二 引线 502 连接 第二

连接单元 202 的第二连接 电极 2002 与 电源。电容通过第一 引线 501 和第二 引线



502 连接 至 电源之前还会连接其他 的电子器件 ，改变第一 引线 501 和第二 引线

502 的位置可以协调配合 电子器件位置排布 以满足设备 的设计需求。

另一种 实施方式中，第一 引线 501 与第二 引线 502 分别连接 不 同的连接单元

的第一连接 电极 1002 与第二连接 电极 2002 。具体 的，以实施例四的电容为例 ，

如 图 10所示 ，第一 引线 501 连接 至第三连接单元 203 的第一连接 电极 1002 ，第二

引线 502 均连接 至第二连接单元 202 的第二连接 电极 2002; 或者 ，如 图 11所示 ，

第一 引线 501 连接 至第四连接单元 204 的第一连接 电极 1002 ，第二 引线 502 均连

接 至第二连接单元 202 的第二连接 电极 2002 。电容通过第一 引线 501 和第二 引线

502 连接 至 电源之前还会连接其他 的电子器件 ，改变第一 引线 501 和第二 引线

502 的位置可以协调配合 电子器件位置排布 以满足设备 的设计需求。

结合 图 12至 图 15，当任意一个子 电容单元 的第一 电极 1001 和第二 电极 2001

发生短路 不 良时，激光切割短路 的子 电容单元用于连接其他子 电容单元 的连接

单元 ，将该子 电容单元与其他正常工作 的子 电容单元 隔断，即可保持其他 未短

路 的子 电容单元正常工作 ，避免 直接报废整个 电容 ，降低 了生产成本 。具体 的，

当第一 电容子单元发生短路 不 良时，激光切割第二连接单元 202 和第四连接单

元 204 ，将第一 电容子单元与其他 电容子单元 隔开 ，保持其他子 电容单元正常

工作 ； 当第二 电容子单元发生短路 不 良时，激光切割第一连接单元 201 和第二

连接单元 202 ，且保 留第一 引线 501和第二 引线 502 ，将第二 电容子单元与其他

电容子单元 隔开 ，保持其他子 电容单元正常工作 ；当第三 电容子单元发生短路

不 良时，激光切割第二连接单元 202 和第三连接单元 203 ，且保 留第一 引线 501

和第二 引线 502 ，将第三 电容子单元与其他 电容子单元 隔开 ，保持其他子 电容

单元正常工作 ；当第四电容子单元发生短路 不 良时，激光切割第三连接单元 203

和第四连接单元 204 ，且保 留第一 引线 501 和第二 引线 502 ，将第四 电容子单元

与其他 电容子单元 隔开 ，保持其他子 电容单元正常工作 。由于被切割 的连接单

元 的第二连接 电极 2002 在第一 电极层 10上 的正投影与第二连接 电极 2002 不相

交，激光切割过程产生 的融化金属或金属 残渣不会使被切割 的连接单元 内部发

生新 的短路 不 良，维修成功率 高，降低 了生产成本 。

本 申请还提供一种平板显示器，包括上述任 意一个 实施例所提供 的电容 。

平板显示器使用的电容的第一 电极层 10分割成多个第一 电极 1001 ，第二 电极层



20分割成多个第二 电极 2001 ，各第一 电极 1001之 间通过第一连接 电极 1002连接 ，

各第二 电极 200 1之 间通过第二连接 电极 2002 连接 ，每个第一 电极 100 1对应与一

个第二 电极 200 1配合工作 ，当某一对第一 电极 100 1与第二 电极 200 1产生短路不

良时，在第一连接 电极 1002 和第二连接 电极 2002 位置进行激光切割 ，将短路 的

一对第一 电极 1001 与第二 电极 2001 与其他 的第一 电极 1001和第二 电极 2001 分

离，由于各第二连接 电极 2002 在第一 电极层 10上的正投影均与第二连接 电极

2002 不相 交，激光切割过程产生的融化金属或金属残渣不会使第一连接 电极

1002 与第二连接 电极 2002 发生新 的短路 不 良，维修成功率 高，降低 了生产成本。

请参 阅图16，本 申请还提供一种 电容的制作方法，具体 的步骤如下：

5101 、在基板 40上沉积金属或金属合金材料形成第一 电极层 10。

在基板 40上沉积M o、A l 、Cu等金属或金属合金形成平整的第一 电极层 10，

以待后续加 工 。

5102 、光刻腐蚀和剥 离第一 电极层 10形成至少两个第一 电极 1001 与至少一

个第一连接 电极 1002 ，每个第一连接 电极 1002连接相邻的两个第一 电极 100 1。

结合 图 17，对第一 电极层 10进行光刻腐蚀和剥 离部分第一 电极层 10的材料 ，

第一 电极层 10保 留下来的部分形成至少两个第一 电极 1001 与至少一个第一连

接 电极 1002 ，相邻的两个第一 电极 1001 不直接相 交，而是通过一个第一连接 电

极 1002相连 。通过激光切割第一连接 电极 1002可 以 直接 隔断开原本相连的两个

第一 电极 1001 ，使该 两个相邻的第一电极 1001 不会 电连通 。

5103 、在第一 电极层 10背离基板 40—侧沉积非金属材料形成绝缘层 30。

在第一 电极层 10表 面沉积 SiNx 、SiOx 、有机材料等非金属材料或金属氧化

物形成绝缘层 30，绝缘层 30用于隔离第一 电极层 10和后续将在绝缘层 30表 面沉

积的第二 电极层 20，以形成完整的电容结构 。

5104 、在绝缘层 30背离第一 电极层 10— 侧沉积金属或金属合金材料形成第

二 电极层 20。

在绝缘层 30上沉积M o、 A l 、 Cu等金属或金属合金形成平整的第二 电极层

20, 以待后续加 工 。

5105 、光刻腐蚀和剥 离第二 电极层 20形成至少两个第二 电极 2001 与至少一

个第二连接 电极 2002 。



对第二 电极层 20进行光刻腐蚀和剥 离部分第二 电极层 20的材料 ，第二 电极

层 20保 留下来的部分形成至少两个第二 电极 2001 与至少一个第二连接 电极

2002 , 相邻 的两个第二 电极 2001 不直接相 交，而是通过一个第二连接 电极 2002

相连 。通过激光切割第二连接 电极 2002 可 以直接 隔断开原本相连的两个第二 电

极 200 1，使该 两个相邻 的第二 电极 200 1不会 电连通 。

进一步的，每个第二连接 电极 2002 连接相邻 的两个第二 电极 2001 ，各第二

电极 200 1分别正对各第一 电极 100 1，第二 电极 200 1在第一 电极层 10上 的正投影

分别覆盖第一 电极 1001 ，各第二连接 电极 2002 在第一 电极层 10上的正投 影均与

第二连接 电极 2002 不相 交。

第一 电极层 10分割成多个第一 电极 1001 ，第二 电极层 20分割成多个第二 电

极 2001 ，各第一 电极 1001 之 间通过第一连接 电极 1002 连接 ，各第二 电极 2001

之 间通过第二连接 电极 2002 连接 ，每个第一 电极 100 1对应与一个第二 电极 2001

配合 工作 ，当某一对第一 电极 1001 与第二 电极 2001 产生短路 不 良时，在第一连

接 电极 1002 和第二连接 电极 2002 位置进行激光切割 ，将短路 的一对第一 电极

1001 与第二 电极 2001 与其他 的第一 电极 1001 和第二 电极 2001 分 离，由于各第二

连接 电极 2002 在第一 电极层 10上 的正投 影均与第二连接 电极 2002 不相 交，激光

切割过程产生的融化金属或金属 残渣不会使 第一连接 电极 1002 与第二连接 电

极 2002 发生新 的短路 不 良，维修成功率 高，降低 了生产成本 。

结合 图4，一种 实施方式中，在第一 电极层 10上制作 第一 电极 1001 和第一

连接 电极 1002 的过程 中，形成第一 电极 1001 的数量为至少三个 ，形成第一连接

电极 1002 的数量为至少两个 ，其 中两个第一 电极 1001 通过第一连接 电极 1002

分别连接在 另一个第一 电极 1001 的相邻 的两侧 。当一个第一 电极 1001 与对应 的

第二 电极 2001 产生短路 不 良时，激光切割第一连接 电极 1002 和第二连接 电极

2002 ，将短路 不 良的第一 电极 1001 和对应 的第二 电极 2001 与未短路 的第一 电极

1001 和对应 的第二 电极 200 1隔断 ，即可保持 未短路 的第一 电极 100 1和对应 的第

二 电极 2001 正常工作 ，避免直接报废整个 电容 ，降低 了生产成本 。由于第二连

接 电极 2002 在第一 电极层 10上的正投影与第二连接 电极 2002 不相 交，激光切割

过程产生的融化金属或金属残渣不会使 第一连接单元 201 内部发生新 的短路 不

良，维修成功率 高，降低 了生产成本 。



结合 图5，一种 实施 方式 中，在 第一 电极层 10上制作 第一 电极 1001 和第一

连接 电极 1002 的过程 中，形成第一 电极 1001 的数量 为至少四个 ，形成第一连接

电极 1002 的数量为至少四个 ，其 中四个第一 电极 1001 排 列形成 2*2 的矩 阵。 当

一个第一 电极 100 1与对应 的第二 电极 200 1产生短路 不 良时，激光切割 第一连接

电极 1002 和第二连接 电极 2002 ，将短路 不 良的第一 电极 1001 和对应 的第二 电极

200 1与未短路 的第一 电极 100 1和对应 的第二 电极 200 1隔断 ，即可保持 未短路 的

第一 电极 1001 和对应 的第二 电极 2001 正 常工作 ，避免 直接报废整个 电容 ，降低

了生产成本 。由于第二连接 电极 2002 在第一 电极层 10上 的正投 影与第二连接 电

极 2002 不相 交，激光切割过程产生 的融化金属或金属 残渣不会使 第一连接单元

201 内部发 生新 的短路 不 良，维修成功率 高，降低 了生产成本 。

结合 图6，一种 实施 方式 中，在 第一 电极层 10上制作 第一 电极 1001 和第一

连接 电极 1002 的过程 中，形成第一 电极 1001 的数量 为至少六个 ，形成第一连接

电极 1002 的数量为至少七个 ，其 中六个第一 电极 1001 排 列形成 2*3 的矩 阵 ，每

个第一连接 电极 1002 分别连接 在相邻 的两个第一 电极 100 1之 间。当一个第一 电

极 1001 与对应 的第二 电极 2001 产生短路 不 良时，激光切割 第一连接 电极 1002

和第二连接 电极 2002 ，将短路 不 良的第一 电极 100 1和对应 的第二 电极 200 1与未

短路 的第一 电极 100 1和对应 的第二 电极 200 1隔断 ，即可保持 未短路 的第一 电极

1001 和对应 的第二 电极 2001 正常工作 ，避免 直接报废整个 电容 ，降低 了生产成

本 。由于第二连接 电极 2002 在第一 电极层 10上 的正投 影与第二连接 电极 2002

不相 交，激光切割过程产生 的融化金属或金属 残渣 不会使 第一连接 单元 201 内

部发 生新 的短路 不 良，维修成功率 高，降低 了生产成本 。

结合 图7，一种 实施 方式 中，在 第一 电极层 10上制作 第一 电极 1001 和第一

连接 电极 1002 的过程 中，形成第一 电极 1001 的数量 为至少七个 ，形成第一连接

电极 1002 的数量为至少八个 ，其 中六个第一 电极 1001 排 列形成 2*3 的矩 阵 ，每

个第一连接 电极 1002 分别连接 在相邻 的两个第一 电极 100 1之 间，另一个第一 电

极 1001 通过第一连接 电极 1002 连接 于一个第一 电极 1001 背 离另一排 第一 电极

1001 的一侧 。当一个第一 电极 1001 与对应 的第二 电极 2001 产生短路 不 良时，激

光切割 第一连接 电极 1002 和第二连接 电极 2002 ，将短路 不 良的第一 电极 1001

和对应 的第二 电极 200 1与未短路 的第一 电极 100 1和对应 的第二 电极 200 1隔断 ，



即可保持 未短路 的第一 电极 100 1和对应 的第二 电极 200 1正常工作 ，避免直接报

废整个 电容 ，降低 了生产成本 。由于第二连接 电极 2002 在第一 电极层 10上的正

投影与第二连接 电极 2002 不相 交，激光切割过程产生 的融化金属或金属残渣不

会使 第一连接单元 201 内部发生新 的短路 不 良，维修成功率 高，降低 了生产成

本 。

结合 图8，一种 实施方式中，在第一 电极层 10上 制作 第一 电极 1001 和第一

连接 电极 1002 的过程 中，形成第一 电极 1001 的数量为至少九个 ，形成第一连接

电极 1002 的数量为至少十二个 ，其 中九个第一 电极 1001 排 列形成 3*3 的矩 阵，

每个第一连接 电极 1002 分别连接在相邻 的两个第一 电极 100 1之 间。当一个第一

电极 1001 与对应 的第二 电极 2001 产生短路 不 良时，激光切割第一连接 电极 1002

和第二连接 电极 2002 ，将短路 不 良的第一 电极 100 1和对应 的第二 电极 200 1与未

短路 的第一 电极 100 1和对应 的第二 电极 200 1隔断 ，即可保持 未短路 的第一 电极

1001 和对应 的第二 电极 2001 正常工作 ，避免直接报废整个 电容 ，降低 了生产成

本 。由于第二连接 电极 2002 在第一 电极层 10上 的正投影与第二连接 电极 2002

不相 交，激光切割过程产生的融化金属或金属残渣不会使第一连接单元 201 内

部发生新 的短路 不 良，维修成功率 高，降低 了生产成本 。

本 实施例 中，电容的制作方法还 包括 ：在基板 40上 沉 积金属或金属合金材

料形成第一 引线 501 ，第一 引线 501位 于第一 电极层 10，并且第一 引线 501 连接

第一连接 电极 1002 与 电源；在绝缘层 30背 离第一 电极 1001 —侧沉积金属或金属

合金材料形成第二 引线 502 ，第二 引线 502位 于第二 电极层 20，第二 引线 502 连

接 第二连接 电极 2002 与 电源，由于各子 电容单元之 间通过连接单元相 互连接 ，

故第一 引线 501 和第二 引线 502将第一 电极层 10与第二 电极层 20分别 电连接 至

电源，以使 电容通 电工作 。

一种 实施方式 中，在制作第一 引线 501 与第二 引线 502 的过程 中，第一 引线

501 连接 的第一连接 电极 1002 与第二 引线 502 连接 的第二连接 电极 2002 分别连

接相对应 的两个第一 电极 1001 与两个第二 电极 2001 。具体 的，以实施例四的电

容为例 ，结合 图9，第一 引线 501 与第二 引线 502 分别连接 同一个连接单元 的第

一连接 电极 1002 与第二连接 电极 2002 。第一 引线 501 和第二 引线 502 均连接 至第

二连接单元 202 ，即第一 引线 501 连接 第二连接单元 202 的第一连接 电极 1002 与



电源，第二 引线 502 连接 第二连接单元 202 的第二连接 电极 2002 与 电源。电容通

过第一 引线 501 和第二 引线 502 连接 至 电源之前还会连接其他 的电子器件 ，改变

第一 引线 501 和第二 引线 502 的位 置可以协调配合 电子器件位置排布以满足设

备 的设计需求。

另一种 实施方式中，在制作第一 引线 501 与第二 引线 502 的过程 中，第一 引

线 501 连接 的第一连接 电极 1002 与第二 引线 502 连接 的第二连接 电极 2002 分别

连接 不相对应 的两个第一 电极 1001 与两个第二 电极 2001 。具体 的，以实施例四

的电容为例 ，第一 引线 50 1与第二 引线 502 分别连接 不 同的连接单元 的第一连接

电极 1002 与第二连接 电极 2002 。结合 图 10，第一 引线 501 连接 至第三连接单元

203 的第一连接 电极 1002 ，第二 引线 502 均连接 至第二连接单元 202 的第二连接

电极 2002; 或者 ，结合 图 11，第一 引线 501 连接 至第四连接单元 204 的第一连接

电极 1002 ，第二 引线 502 均连接 至第二连接单元 202 的第二连接 电极 2002 。电容

通过第一 引线 501 和第二 引线 502 连接 至 电源之前还会连接其他 的电子器件 ，改

变第一 引线 501 和第二 引线 502 的位置可以协调 配合 电子器件位 置排布 以满足

设备 的设计需求。

结合 图 12至 图 15，当任意一个子 电容单元 的第一 电极 1001 和第二 电极 2001

发生短路 不 良时，激光切割短路 的子 电容单元用于连接其他子 电容单元 的连接

单元 ，将该子 电容单元与其他正常工作 的子 电容单元 隔断，即可保持其他 未短

路 的子 电容单元正常工作 ，避免 直接报废整个 电容 ，降低 了生产成本 。具体 的，

当第一 电容子单元发生短路 不 良时，激光切割第二连接单元 202 和第四连接单

元 204 ，将第一 电容子单元与其他 电容子单元 隔开 ，保持其他子 电容单元正常

工作 ； 当第二 电容子单元发生短路 不 良时，激光切割第一连接单元 201 和第二

连接单元 202 ，且保 留第一 引线 501和第二 引线 502 ，将第二 电容子单元与其他

电容子单元 隔开 ，保持其他子 电容单元正常工作 ；当第三 电容子单元发生短路

不 良时，激光切割第二连接单元 202 和第三连接单元 203 ，且保 留第一 引线 501

和第二 引线 502 ，将第三 电容子单元与其他 电容子单元 隔开 ，保持其他子 电容

单元正常工作 ；当第四电容子单元发生短路 不 良时，激光切割第三连接单元 203

和第四连接单元 204 ，且保 留第一 引线 501 和第二 引线 502 ，将第四 电容子单元

与其他 电容子单元 隔开 ，保持其他子 电容单元正常工作 。由于被切割 的连接单



元的第二连接 电极 2002 在第一电极层 10上的正投影与第二连接 电极 2002 不相

交，激光切割过程产生的融化金属或金属残渣不会使被切割的连接单元 内部发

生新的短路不良，维修成功率高，降低 了生产成本。

以 上 所述，仅为本申请的具体 实施方式，但本申请的保护范围并不局限于

此，任何熟悉本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在本申请揭露的技术范围内，可轻易的想

到各种等效的修改或替换 ，这些修改或替换都应涵盖在本申请的保护范围之 内。

因此，本申请的保护范围应 以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为准。



权利要求书

1 一种 电容 ，其 中，所述 电容 包括相对设 置的第一 电极层 、第二 电极层及

位于所述第一 电极层与所述第二 电极层之 间的绝缘层 ，所述第一电极层 包括至

少两个第一 电极和至少一个第一连接 电极 ，每个所述第一连接 电极连接相邻的

两个所述第一 电极 ，所述第二 电极层 包括至少两个第二 电极和至少一个第二连

接 电极 ，每个所述第二连接 电极连接相邻的两个所述第二 电极 ，各所述第二 电

极分别正对各所述第一 电极 ，所述第二 电极在所述第一 电极层上的正投影分别

覆盖所述第一电极 ，各所述第二连接 电极在所述第一 电极层上的正投影均与所

述第二连接 电极不相 交。

2 .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的电容 ，其 中，每个所述第一 电极 、所述绝缘层及

正对所述第一 电极 的所述第二 电极层叠形成一个子 电容单元 ，每个所述第一连

接 电极 、所述绝缘层及对应所述第一连接 电极 的所述第二连接 电极层 叠形成一

个连接单元 ；所述子 电容单元 的数量为至少三个 ，包括第一子 电容单元 、第二

子 电容单元及第三子 电容单元；所述连接单元的数量为至少两个 ，包括第一连

接单元和第二连接单元；所述第一子 电容单元通过所述第一连接单元连接所述

第二子 电容单元 ，所述第二子 电容单元通过所述第二连接单元连接所述第三子

电容单元 ，所述第一子 电容单元和所述第三子 电容单元分别位 于所述第二子 电

容单元相邻 的两侧 。

3 .根据权利要求 2 所述的电容 ，其 中，所述子 电容单元还 包括第四子 电容

单元 ，所述连接单元还 包括第三连接单元和第四连接单元 ，所述第一连接单元 、

所述第二连接单元 、所述第三连接单元及所述第四连接单元阵列排列形成 2*2

的矩阵，所述第三子 电容单元通过所述第三连接单元连接所述第四子 电容单元 ，

所述第四子 电容单元通过所述第四连接单元连接所述第一子 电容单元 。

4 .根据权利要求 3 所述的电容 ，其 中，所述子 电容单元还 包括第五子 电容

单元和第六子 电容单元 ，所述连接单元还 包括第五连接单元 、第六连接单元及

第七连接单元 ，所述第一连接单元 、所述第二连接单元 、所述第三连接单元 、

所述第四连接单元 、所述第五连接单元及所述第六连接单元阵列排列形成 2*3

的矩阵，所述第二子 电容单元通过所述第五连接单元连接所述第五子 电容单元 ，



所述第五子 电容单元通过所述第六连接单元连接所述第六子 电容单元 ，所述第

六子 电容单元通过所述第七连接单元连接所述第三子 电容单元 。

5 .根据权利要求 4 所述的电容 ，其 中，所述子 电容单元还 包括第七子 电容

单元 ，所述连接单元还 包括第八连接单元 ，所述第七子 电容单元通过所述第八

连接单元连接所述第五子 电容单元 ，所述第七子 电容单元位于所述第五子 电容

单元 背离所述第六子 电容单元的一侧。

6 .根据权利要求 5 所述的电容 ，其 中，所述子 电容单元还 包括第八子 电容

单元和第九子 电容单元 ，所述连接单元还 包括第九连接单元 、第十连接单元 、

第十一连接单元及第十二连接单元 ，所述第一连接单元 、所述第二连接单元 、

所述第三连接单元 、所述第四连接单元 、所述第五连接单元 、所述第六连接单

元 、所述第七子 电容单元 、所述第八子 电容单元及所述第九子 电容单元阵列排

列形成 3*3 的矩阵，所述第八子 电容单元通过所述第九连接单元连接 所述第二

子 电容单元 ，所述第九子 电容单元通过所述第十连接单元连接 所述第一子 电容

单元 ，所述第七子 电容单元通过所述第十一连接单元连接所述第八子 电容单元 ，

所述第八子 电容单元通过所述第十二连接单元连接 所述第九子 电容单元 。

7 .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的电容 ，其 中，所述第一 电极层还 包括第一 引线，

所述第一引线用于将所述第一连接 电极连接 至电源，所述第二 电极层还 包括第

二 引线，所述第二 引线用于将所述第二连接 电极连接至所述 电源。

8 .根据权利要求 7 所述的电容 ，其 中，每个所述第一连接 电极 、所述绝缘

层及对应所述第一连接 电极 的所述第二连接 电极层 叠形成一个连接单元 ，所述

第一 引线与所述第二 引线分别连接 同一个所述连接单元 的所述第一连接 电极

与所述第二连接 电极 。

9 .根据权利要求 7 所述的电容 ，其 中，每个所述第一连接 电极 、所述绝缘

层及对应所述第一连接 电极 的所述第二连接 电极层 叠形成一个连接单元 ，所述

第一 引线与所述第二 引线分别连接 不同的所述连接单元 的所述第一连接 电极

与所述第二连接 电极 。

10.—种平板显示器，其 中，所述平板显示器包括权利要求 1 至 9 任意一

项所述的电容。

11 .一种 电容的制作方法，其 中，包括：



在基板上沉积金属或金属合金材料形成第一电极层；

光刻腐蚀和剥 离所述第一 电极层形成至少两个第一 电极与至少一个第一

连接 电极 ，每个所述第一连接 电极连接相邻 的两个所述第一 电极 ；

在所述第一 电极层背离所述基板一侧沉积非金属材料形成绝缘层；

在所述绝缘层 背 离所述第一 电极层一侧沉积金属或金属合金材料形成第

二 电极层；

光刻腐蚀和剥 离所述第二 电极层形成至少两个第二 电极与至少一个第二

连接 电极 ，每个所述第二连接 电极连接相邻 的两个所述第二 电极 ，各所述第二

电极分别正对各所述第一 电极 ，所述第二 电极在所述第一 电极层上的正投影分

别覆盖所述第一 电极 ，各所述第二连接 电极在所述第一 电极层上的正投影均与

所述第二连接 电极不相 交。

12.根据权利要求 11 所述的电容的制作方法，其 中，在所述第一 电极层上

制作所述第一 电极和所述第一连接 电极 的过程 中，形成所述第一 电极 的数量为

至少三个 ，形成所述第一连接 电极的数量为至少两个 ，其 中两个所述第一 电极

通过所述第一连接 电极分别连接在另一个所述第一 电极 的相邻的两侧 。

13.根据权利要求 11 所述的电容 ，其 中，在所述第一 电极层上制作所述第

一电极和所述第一连接 电极 的过程 中，形成所述第一 电极 的数量为至少四个 ，

形成所述第一连接 电极 的数量为至少四个 ，其 中四个所述第一 电极排 列形成

2*2 的矩阵，每个所述第一连接 电极分别连接在相邻 的两个所述第一 电极之 间。

14.根据权利要求 11 所述的电容 ，其 中，在所述第一 电极层上制作所述第

一 电极和所述第一连接 电极 的过程 中，形成所述第一 电极 的数量为至少六个 ，

形成所述第一连接 电极 的数量为至少七个 ，其 中六个所述第一 电极排 列形成

2*3 的矩阵，每个所述第一连接 电极分别连接在相邻 的两个所述第一 电极之 间。

15.根据权利要求 11 所述的电容 ，其 中，在所述第一 电极层上制作所述第

一 电极和所述第一连接 电极 的过程 中，形成所述第一 电极 的数量为至少七个 ，

形成所述第一连接 电极 的数量为至少八个 ，其 中六个所述第一 电极排 列形成

2*3 的矩阵，每个所述第一连接 电极分别连接在相邻 的两个所述第一 电极之 间，

另一个所述第一 电极通过所述第一连接 电极连接 于一个所述第一 电极 背 离另

一排所述第一 电极 的一侧 。



16.根据权利要求 11 所述的电容 ，其 中，在所述第一 电极层上制作所述第

一电极和所述第一连接 电极 的过程 中，形成所述第一 电极 的数量为至少九个 ，

形成所述第一连接 电极 的数量为至少十二个 ，其 中九个所述第一 电极排列形成

3*3 的矩阵，每个所述第一连接 电极分别连接在相邻 的两个所述第一 电极之 间。

17.根据权利要求 11 所述的电容的制作方法，其 中，所述方法还 包括：

在所述基板上沉积金属或金属合金材料形成第一 引线，所述第一 引线位 于

所述第一 电极层 ，并且所述第一 引线连接所述第一连接 电极与电源；在所述绝

缘层 背离所述第一 电极一侧沉积金属或金属合金材料形成第二 引线 ，所述第二

引线位于所述第二 电极层 ，所述第二 引线连接所述第二连接 电极与所述 电源，

所述第一 引线和所述第二 引线用于将所述第一 电极层与所述第二 电极层分别

电连接至所述 电源。

18.根据权利要求 17 所述的电容的制作方法，其 中，在制作所述第一 引线

与所述第二 引线的过程 中，所述第一 引线连接 的所述第一连接 电极与所述第二

引线连接 的所述第二连接 电极分别连接相对应 的两个所述第一 电极与 两个所

述第二 电极 。

19.根据权利要求 17 所述的电容的制作方法，其 中，在制作所述第一 引线

与所述第二 引线的过程 中，所述第一 引线连接 的所述第一连接 电极与所述第二

引线连接 的所述第二连接 电极分别连接 不相对应 的两个所述第一 电极 与两个

所述第二 电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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