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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Abstract: A n embedded touchscreen and display apparatus, said embedded touchscreen comprising an upper substrate (01) and

< a lower substrate (02) arranged opposite each other, a common electrode layer (03) arranged on the side of the lower substrate (02)
facing the upper substrate (01), and a touch control detection chip (04). The common electrode layer (03) i s formed of a plurality of
mutually independent self-capacitance electrodes (05); the touch control detection chip (04) i s used for loading a common electrode
signal to each self-capacitance electrode (05) during a display time period, and judging the touch control position during a touch
control time period by means of detecting the capacitance value change of each self-capacitance electrode (05). The process of man
ufacturing the present embedded touchscreen in an array substrate does not require additional processing, saving production costs
and improving production efficiency.

(57) 摘要:一种内嵌式触摸屏及显示装置，该内嵌式触摸屏包括相对而置的上基板 （0 1) 和下基板 （02 ) ,
于所述下基板 (02) 面向所述上基板 （0 1 ) 的一侧的公共电极层 （03 ) ，以及触控侦测芯片 （04 ) 。所述公共电
极层 （03 ) 由多个相互独立的自电容电极 （05 ) 组成；所述触控侦测芯片 （04 ) 用于在显示时间段对各自电容
电极 （05 ) 加载公共电极信号，在触控时间段通过检测各所述 自电容电极 （05 ) 的电容值变化以判断触控位
置。该内嵌式触摸屏在阵列基板制备工艺中不需要增加额外的工艺，节省了生产成本，提高了生产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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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嵌式触摸屏及显示装置

技术领域

本发明的至少一个实施例涉及一种 内嵌式触摸屏及显示装置。

背景技术

随着显示技术的飞速发展 ，触摸屏 （Touch Screen Panel ) 已经逐渐遍及

人们的生活中。目前，触摸屏按照组成结构可以分为：外挂式触摸屏 （Add on

Mode Touch Panel ) 、覆盖表面式触摸屏 ( On Cell Touch Panel ) 以及 内嵌式

触摸屏（In Cell Touch Panel )。外挂式触摸屏是将触摸屏与液晶显示屏（Liquid

Crystal Display, LCD ) 分开生产，然后贴合到一起形成的具有触摸功能的液

晶显示屏，外挂式触摸屏存在制作成本较 高、光透过率较低 、模组较厚等缺

点。内嵌式触摸屏将触摸屏的触控 电极 内嵌在液晶显示屏 内部，可 以减薄模

组整体的厚度 ，又 可 以 大 大降低触摸屏的制作成本，受到各大面板厂家青睐。

目前，内嵌式触摸屏是利用互电容或 自电容的原理实现检测手指触摸位

置。利用 自电容的原理可以在触摸屏 中设置多个同层设置且相互绝缘的 自电

容电极 。当人体未触碰屏幕时，各 自电容电极所承受的电容为一 固定值 ，当

人体触碰屏幕时，对应的 自电容电极所承受的电容为固定值叠加人体 电容，

触控位置。由于人体 电容可以作用于全部 自电容，相对于人体 电容仅能作用

于互电容中的投射 电容的方式，由人体碰触屏幕所引起的触控变化量会 大于

利用互电容原理制作 出的触摸屏 ，因此 自电容的触摸屏相对于互电容的触摸

屏能有效提 高触控的信噪比，从而提 高触控感应的准确性。

发 明内容

本发明的至少一个实施例提供 了一种 内嵌式触摸屏及显示装置，用以降

低 内嵌式触摸屏的生产成本、提 高生产效率。

本发明的至少一个实施例提供的一种 内嵌式触摸屏，包括相对而置的上

基板和下基板 ，设置于所述下基板面向所述上基板的一侧的公共 电极层 ，以



及触控侦测芯片。所述公共 电极层 由多个相互独立的 自电容 电极组成；所述

触控侦测芯片用于在显示时间段对各 自电容电极加载公共 电极信号，在触控

本发 明的至少一个实施例提供的一种显示装置，包括本发 明实施例提供

的上述 内嵌式触摸屏。

附图说 明

为 了更清楚地说 明本发 明实施例的技术方案 ，下面将对 实施例的附图作

简单地介绍，显而易见地 ，下面描述中的附图仅仅涉及本发 明的一些实施例，

而非对本发 明的限制。

图 1 为本发 明实施例提供的内嵌式触摸屏的结构示意图；

图 2 为本发 明实施例提供的内嵌式触摸屏的俯视示意图之一；

图 3a 和 图 3b 分别为本发 明实施例提供 的内嵌式触摸屏的驱动时序示意

图；

图 4 和 图 5 分别为本发 明实施例提供 的内嵌式触摸屏的俯视示意图之二

和之 三 ；

图 6 和 图 7 分别为本发 明实施例提供 的内嵌式触摸屏的俯视示意图之四

和之五 ；

图 8a 和 图 8b 分别为本发 明实施例提供 的内嵌式触摸屏 中相邻的 自电容

电极相对的侧边设置为折线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 实施方式

为使本发 明实施例的 目的、技术方案和优点更加清楚，下面将结合本发

明实施例的附图，对本发 明实施例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整地描述。显然，

所描述的实施例是本发 明的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所描

述的本发 明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 员在无需创造性劳动的前提下所获

得的所有其他 实施例，都属于本发 明保护的范围。

本 申请的发 明人注意到，在 电容式 内嵌触摸屏的结构设计 中，需要在显

示面板 内部增加新的膜层 ，这导致在制作面板 时需要增加新的工艺，使生产

成本增加 ，不利于提 高生产效率。



目前 ，能够 实现 宽视 角的液 晶显示技术主要有平面 内开关 （IPS, In-Plane

Switch ) 技 术和 高级超维场开关 （ADS ， Advanced Super Dimension Switch )

技 术 。ADS 技 术通过 同一平面 内狭缝 电极边缘所产生 的电场以及狭缝 电极层

与板状 电极层 间产生的电场形成多维 电场 ，使 液晶盒 内狭缝 电极 间、电极正

上方所有取 向液晶分子都 能够产生旋转 ，从 而提 高了液晶工作效率并增 大了

透光效率 。高级超 维场转换技术可以提 高 TFT-LCD 产 品的画面品质 ，具有

高分辨率 、高透过率 、低 功耗 、宽视 角、高开 口率 、低 色差 、无挤压水波纹

( ush Mura ) 等优 点。

本发 明实施 例基 于传 统 的 ADS 技 术 以及 ADS 技 术 的一种 改进方 式

H-ADS ( 高开 口率 -高级超维场开关 ），提 出了新 的电容式 内嵌触摸屏结构 。

下面结合 附图，对本发 明实施例提供 的 内嵌式触摸屏及显示装置的具体

实施方式进行详 细地说 明。

附图中各膜层 的厚度和形状 不反 映真 实比例 ， 目的只是示意说 明本发 明

内容 。

本发 明的至少一个 实施例提供 的一种 内嵌 式触摸屏 ，如 图 1 所示 ，包括

相对 而置的上基板 0 1 和下基板 02，设 置于下基板 02 面向上基板 0 1 的一侧

的公共 电极层 03， 以 及 触控侦 测芯片 04。

如 图 2 所示 ，公共 电极层 03 由多个相互独立的 自电容 电极 05 组成 ；触

控侦测芯片 04 用 于在显示时间段对各 自电容 电极 05 加载公共 电极信号 ，在

本发 明实施例提供 的上述 内嵌式触摸屏 ，利用 自电容的原理复用公共 电

极层 03 作 为 自电容 电极 05，将公共 电极层 03 图形进行 变更，分割成多个相

互独立的 自电容 电极 05; 触控侦 测芯片 04 在触控 时间段通过检 测各 自电容

电极 05 的 电容值 变化可以判断 出触控位置 。由于本发 明实施例提供 的触摸屏

是将公共 电极层 03 的结构进行 变更分割成 自电容 电极 05，因此 ，在 阵列基

板制备 工艺中不需要增加额外的工艺，节省 了生产成本 ，提 高了生产效率 。

由于本发 明实施例提供 的上述触摸屏釆用公共 电极层 03 复用作 为 自电

容 电极 05，为 了减少显示和触控信 号之 间的相互干扰 ，在一个 实施例 中，可

以釆用触控和显示阶段分 时驱动 的方式。并且 ，在一个 实施例 中，还可 以将

显示驱动芯片和触控侦测芯片整合 为一个芯片，以进一步降低生产成本 。



例如 ，如 图 3a 和 图 3b 所示的驱动时序 图中，将触摸屏显示每一帧

( V-sync ) 的时间分成显示时间段和触控时间段 。例如如图 3a 和图 3b 所示

的驱动时序 图中触摸屏的显示一帧的时间为 16.7ms ，选取其中 5ms 作为触控

时间段 ，其他的 11.7ms 作为显示时间段 。当然也可以根据 I C 芯片的处理能

力适 当的调整两者的时长，在此不做具体限定。在显示时间段 ，对触摸屏中

的每条栅极信号线 Gatel ，Gate2 ... ... Gate n 依次施加栅扫描信号，对数据信

号线 Data 施加灰阶信号，与各 自电容电极 Cxi ... ... Cx n 连接 的触控侦测芯片

向各 自电容电极 Cxi ... ... Cx n 分别施加公共电极信号，以 实现液晶显示功能。

在触控时间段 ，如图 3a 所示，与各 自电容电极 Cxi ... ... Cx n 连接 的触控侦

测芯片可以向各 自电容电极 Cxi ... ... Cx n 同时施加驱动信号，同时接收各 自

电容电极 Cxi ... ... Cx n 的反馈信号；或者，如 图 3b 所示，与各 自电容电极

Cxi ... ... Cx n 连接的触控侦测芯片可以向各 自电容电极 Cxi ... ... Cx n 依次施

加驱动信号，分别接收各 自电容电极 Cxi ... ... Cx n 的反馈信号，在此不做限

定。通过对反馈信号的分析判断是否发生触控 ，以实现触控功能。

在釆用 自电容原理设计触摸屏时，如图 2 所示，在一个实施例中，每一

个 自电容电极 05 通过单独的导线 06 与触控侦测芯片 04 连接 ，即一般在触摸

屏中还 包括用于将 自电容电极 05 连接至触控侦测芯片 04 的多条导线 06。

在具体 实施时，可 以将导线 06 与 自电容电极 05 的图形设置在 同一膜层，

即可以在公共 电极层 03 内设置 自电容电极 05 和导线 06 的图形；也可以将导

线 06 与 自电容电极 05 的图形异层设置，即釆用单独的构图工艺制作导线 06

的图形。将导线 06 和 自电容电极 05 同层设置虽然可以避免增加新的构图工

艺，但是，将 自电容电极 05 和导线 06 同层设置会形成触控盲区，在触控盲

区内连接多个 自电容电极 05 的导线 06 均经过该触控盲区，因此，在这个触

控盲区内的信号相对比较紊乱，也就是在该区域 内的触控性能无法保证 。基

于上述考虑，在一个实施例中，可 以将导线 06 和 自电容电极 05 异层设置。

触摸屏的密度通常在毫米级，因此，在具体 实施时，可 以根据所需的触

控密度选择各 自电容电极 05 的密度和所 占面积以保证所需的触控密度 。通常

各 自电容电极 05 设计为 5mm*5mm 左右的方形电极 。显示屏的密度通常在

微米级，因此，一般一个 自电容电极 05 可对应显示屏中的多个像素。并且，

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上述 内嵌式触摸屏是将整层设置在下基板 02 上的公共



电极层 03 分割成多个 自电容电极 05，为了不影响正常的显示功能，在对公

共电极层 03 进行分割时，分割线一般都会避开显示的开口区域，设置在黑矩

阵层的图形区域。

例如，如图 1所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上述触摸屏还可以包括：设置

于上基板 0 1 面向下基板 02 的一侧，或设置于下基板 02 面向上基板 0 1 的一

侧的黑矩阵层 07; 相邻的两个 自电容电极 05 之间的分割间隙在下基板 02 的

正投影均位于黑矩阵层 07 的图形所在区域 内；各导线 06 的图形在下基板 02

的正投影均位于黑矩阵层 07 的图形所在区域 内。

在本发明的一个实施例提供的上述触摸屏中，如图 1所示，在下基板 02

面向上基板 0 1 的一侧还可以设置有与公共电极层 03 异层设置的像素电极层

08。一般在 ADS 型液晶面板的下基板 02 上，公共电极层 03 作为板状电极

位于下层 （更靠近衬底基板 ) ，像素电极层 08作为狭缝电极位于上层 （更靠

近液晶层 ），在像素电极层和公共电极层 03 之间设有绝缘层。而 H-ADS 型

液晶面板的阵列基板上，像素电极层 08作为板状电极位于下层 （更靠近衬底

基板 ) ，公共电极层 03 作为狭缝电极位于上层 （更靠近液晶层 ），在像素电

极层 08 和公共电极层 03 之间设有绝缘层。

在不同实施例中，根据上述触摸屏所应用的液晶显示面板的模式，形成

公共电极层 03 的各 自电容电极 05 在与像素的开口区域对应的位置可以具有

狭缝状 ITO 电极结构或板状 ITO 电极结构，即在 H-ADS 模式时各 自电容电

极 05 可以 包括狭缝状 ITO 电极。例如，所述狭缝状 ITO 电极结构为在像素

的开口区域具有狭缝的 ITO 电极。在 ADS 模式时各 自电容电极 05 可以包括

板状 ITO 电极以满足液晶显示的需求，此时 自电容电极 05 可以透过像素电

极层 08 的狭缝区域与人体电场相互作用。由于 ADS 模式和 H-ADS 模式的

液晶面板可以釆用本领域技术人员已知的结构，在此不再赘述。

在一个实施例中，为了增加在触控时间段 自电容电极 05 感知人体电容带

中的像素电极层 08 的上方，即釆用 H-ADS 模式，以尽量使 自电容电极 05

接近上基板 0 1。

并且，在具体实施时，可以釆用任意构图流程制作下基板 02 上的各膜层，

例如可以釆用 8 次构图工艺：栅极和栅线构图 有源层构图 第一绝缘层构



图 数据线和源漏极构图 树脂层构图 像素电极层构图 第二绝缘层构图

公共电极层构图。当然也可以根据实际设计，釆用 7 次构图工艺、6 次构

图工艺或 5 次构图工艺，在此不做限定。

在不同实施例中，不管是应用于 ADS 模式，还是应用于 H-ADS 模式，

与公共电极层 03 中的自电容电极 05连接的导线 06所在的层可以设置于像素

电极层 08 与公共电极层 03 之间，即利用像素电极层 08 与公共电极层 03 之

间的绝缘层隔离相互没有连接关系的导线 06 和自电容电极 05。例如，可以

利用绝缘层中的过孔使对应的导线 06 和自电容电极 05 相连。例如，在像素

电极层 08位于公共电极层 03 下方时，在制作完像素电极层 08 的图形之后制

作导线 06 的图形，然后依次制作绝缘层和公共电极层 03 的图形。例如，各

导线 06 的图形可以设置成横向条状结构，或纵向条状结构，或横纵交错的网

状结构，如图 2 所示。各导线 06 的图形可以根据实际参数进行设计，在此不

做限定。

在本发明的不同实施例提供的上述触摸屏中，如图 4 和图 5 所示，还可

以包括：设置于下基板 02 面向上基板 0 1 的一侧的相互交叉而置的栅极信号

线 09 和数据信号线 10，相邻的两条栅极信号线 09 和数据信号线 10 围成一

像素。为了便于通过导线 06 将 自电容电极 05 与触控侦测芯片 04 连接，可以

将导线 06 的延伸方向设置为与栅极信号线 09相同，或与数据信号线 10相同。

即可以使各导线 06 的延伸方向均一致。

在本发明的不同实施例提供的触摸屏中，为了尽可能的不增加新的膜层，

保证生产效率和降低生产成本，在具体实施时，可以将与自电容电极 05 连接

的导线 06 与栅极信号线 09 同层设置，或与数据信号线 10 同层设置。

例如，一种可能的实施方式为：如图 4 所示，在下基板 02 上，以每相邻

的两行像素为一个像素组，在该两行像素之间设置的两条栅极信号线 09 分别

为该两行像素提供栅极扫描信号。通过变更相邻两行像素之间的栅极信号线

09 和 TFT 开关的位置，可以节省出相邻像素组之间栅极信号线 09 的位置。

这样，如图 4 所示，可以将导线 06设置在相邻的像素组之间的间隙处，且与

栅极信号线 09 同层设置。例如，导线 06 与对应的自电容电极 05通过过孔电

连接。

例如，另一种可能的实施方式为：如图 5 所示，釆用双栅结构，在下基



板 02 上，在相邻行的像素之 间均设置两条栅极信号线 09; 且每相邻的两列

像素设 为一个像素组 ，并共用一条位于该两列像素之 间的数据信号线 10。通

过增加一倍栅极信号线 09 的数量，可 以节省 出相邻像素组之 间数据信号线

10 的位置。这样 ，如 图 5 所示，可 以将导线 06 设置在相邻的像素组之 间的

间隙处 ，且与数据信号线 10 同层设置。例如 ，导线 06 与对应 的 自电容电极

05 通过过孔 电连接 。

在一个实施例 中，由于公共 电极层一般 由 ITO 材料制成 ，而 ITO 材料 的

电阻较 高，为 了最大限度的降低其 电阻，提 高各 自电容 电极 05传递电信号的

信噪比，可以将 自电容电极 05 与对应 的导线 06 通过多个过孔电性相连 ，如

图 6 所示。相 当于将 ITO 电极和多个由导线形成的金属 电阻并联 ，这样 能在

很 大程度上减少电极的电阻，从 而提 高电极传递信号时的信噪比。

在一个实施例 中，为了进一步降低 自电容 电极 05 的电阻，在设计各条导

线 06 时，如 图 7 所示，在满足各导线 06 与对应的 自电容电极 05 电性连接后 ，

还可以将原来贯穿整个面板的整条的导线断开 ，形成导线 06 和与导线 06 同

层设置且相互绝缘的多条金属线 11; 各金属线 11 与其对应的各导线 06 位于

同一直线，且与交叠的一 自电容电极 05 并联 ，例如通过过孔电性相连。上述

这种设计能充分利用相邻组像素之 间的间隙，在保证触摸屏的开 口率的同时，

利用 了导线的冗余部分，设置电阻值较低的金属线，并将 电阻值较低的金属

线与电阻值较 高的各 自电容电极并联 ，这样能在很 大程度上降低各 自电容电

极的电阻。

在本发 明实施例提供 的内嵌式触摸屏 中，由于人体 电容通过直接耦合的

方式作用于各 自电容电极 05 的 自电容 ，因此，人体触碰屏幕时，仅在触摸位

置下方的 自电容电极 05 的电容值有较 大的变化量 ，与触摸位置下方的 自电容

电极 05 相邻的 自电容电极 05 的电容值变化量非常小，这样 ，当例如人的手

指在触摸屏上滑动时，难以确定 自电容电极 05 所在 区域 内的触控坐标。因此，

在本发 明实施例提供的上述 内嵌式触摸屏 中，可以将相邻的两个 自电容 电极

05 相对的侧边均设置为折线，以便增大位于触摸位置下方的 自电容电极 05

相邻的 自电容电极 05 的电容值 变化量。

在具体 实施时，可以釆用如下两种方式之一或组合的方式设置各 自电容

电极 05 的整体形状。



状结构，两阶梯状结构形状一致且相互匹配，如图 8a 所示，图 8a 中示出了

2*2 个 自电容电极 05。

状结构，两凹凸状结构形状一致且相互匹配，如图 8b 所示，图 8b 中示出了

2*2 个 自电容电极 05。

基于同一发明构思，本发明的至少一个实施例还提供 了一种显示装置，

其包括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上述 内嵌式触摸屏。该显示装置可以为：手机、

平板电脑、电视机 、显示器、笔记本电脑、数码相框 、导航仪等任何具有显

示功能的产品或部件。该显示装置的实施可以参见上述内嵌式触摸屏的实施

例，重复之处不再赘述。

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上述内嵌式触摸屏及显示装置，利用 自电容的原理

复用公共电极层作为 自电容电极 ，将公共电极层图形进行变更，分割成多个

相互独立的 自电容电极；触控侦测芯片在触控时间段通过检测各 自电容电极

的电容值变化可以判断出触控位置。由于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触摸屏是将公

共电极层的结构进行变更分割成 自电容电极，因此，在阵列基板的制备工艺

中不需要增加额外的工艺，节省 了生产成本，提高了生产效率。

发明的精神和范围。这样 ，倘若本发明的这些修改和变型属于本发明权利要

求及其等同技术的范围之 内，则本发明也意图包含这些改动和变型在 内。

本申请要求于 2014 年 5 月 30 日递交的中国专利申请第 201410239897.3

号的优先权，在此全文引用上述中国专利申请公开的内容以作为本申请的一

部分。



权利要求书

1、一种 内嵌式触摸屏 ，包括相对而置的上基板和下基板 ，设置于所述下

基板面向所述上基板的一侧的公共 电极层 ，以及触控侦测芯片；其 中，

所述公共 电极层 由多个相互独立的 自电容 电极组成；

所述触控侦测芯片用于在显示时间段对各 自电容 电极加载公共 电极信

2、如权利要求 1 所述的内嵌式触摸屏 ，还 包括：用于将所述 自电容 电极

连接至所述触控侦测芯片的多条导线。

3、如权利要求 2 所述的内嵌式触摸屏 ，其中，所述导线与所述 自电容电

极异层设置。

4、如权利要求 2 或 3 所述的内嵌式触摸屏 ，还 包括：设置于所述上基板

面向所述下基板的一侧 ，或设置于所述下基板 面向所述上基板的一侧的黑矩

阵层；其中，

各所述导线的图形在所述下基板 的正投影均位于所述黑矩阵层的图形所

在 区域 内；

述黑矩阵层的图形所在 区域 内。

5、如权利要求 2-4 任一所述的内嵌式触摸屏 ，还 包括：设置于所述下基

板面向所述上基板 的一侧且与所述公共 电极层异层设置的像素电极层；其 中，

所述导线所在层在所述像素 电极层与所述公共 电极层之 间。

6、如权利要求 2-4 任一所述的内嵌式触摸屏 ，还 包括：设置于所述下基

板面向所述上基板 的一侧的相互交叉而置的栅极信号线和数据信号线；其 中，

相邻的两条栅极信号线和数据信号线围成一像素；

所述导线的延伸方向与所述栅极信号线相 同，或与所述数据信号线相 同。

7、如权利要求 6 所述的内嵌式触摸屏 ，其中，以每相邻的两行像素为一

个像素组 ，在该两行像素之 间设置有 两条栅极信号线分别为该两行像素提供

栅极扫描信号；

所述导线设置在相邻的像素组之 间的间隙处，且与所述栅极信号线 同层

设置。



8、如权利要求 6 所述的内嵌式触摸屏 ，其中，相邻行的像素之 间设置有

两条栅极信号线；且每相邻的两列像素为一个像素组 ，共用一条位于该两列

像素之 间的数据信号线；

所述导线设置在相邻的像素组之 间的间隙处，且与所述数据信号线 同层

设置。

9、如权利要求 2-8 任一所述的内嵌式触摸屏 ，还 包括：与各条导线 同层

设置且相互绝缘的多条金属线；其中，各所述金属线与各条导线位于同一直

线，且与交叠的一所述 自电容电极并联 。

10、一种显示装置，包括如权利要求 1-9 任一项所述的内嵌式触摸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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