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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触控面板，包含一遮蔽层，包括遮蔽部

及导通部；一绝缘层，设于所述遮蔽层上，所述绝

缘层设有多个穿孔，所述多个穿孔位于所述导通

部上；及一触控金属层，设于所述绝缘层上。所述

触控金属层包括沿第一方向排列的多个第一电

极，及沿第二方向排列的多个第二电极，所述多

个第一电极通过所述绝缘层的多个穿孔与所述

遮蔽层的导通部相互导通，所述遮蔽层的遮蔽部

通过所述触控金属层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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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触控面板，其特征在于，包含：

一遮蔽层，包括遮蔽部及被遮蔽部围绕的导通部；

一绝缘层，设于所述遮蔽层上，所述绝缘层设有多个穿孔，所述多个穿孔位于所述导通

部上；及

一触控金属层，设于所述绝缘层上，所述触控金属层包括沿第一方向排列的多个第一

电极，及沿第二方向排列的多个第二电极，所述多个第一电极通过所述绝缘层的多个穿孔

与所述遮蔽层的导通部相互导通，所述遮蔽层的遮蔽部通过所述触控金属层接地。

2.如权利要求1的触控面板，其特征在于，所述多个第一电极相互间隔设置，所述多个

第二电极相互间隔设置，其中所述多个第二电极之间设有架桥部，其位于所述遮蔽层的导

通部的正上方，用以桥接所述多个第二电级。

3.如权利要求1的触控面板，其特征在于，所述绝缘层的多个穿孔填充有导电材料，使

所述多个第一电极通过所述导通部相互导通。

4.权利要求1的触控面板，其特征在于，所述遮蔽层的遮蔽部及导通部之间具有一间

隔，所述间隔围绕所述导通部。

5.如权利要求1的触控面板，其特征在于，所述触控金属层上设有一保护层，其以绝缘

材料所制。

6.如权利要求1的触控面板，其特征在于，所述遮蔽层为金属材料所制，其设于一显示

面板的封装层上。

7.一种显示装置，包括显示面板及设于所述显示面板上的触控面板，其特征在于，所述

触控面板包括：

一遮蔽层，设于所述有机发光二极管显示面板的封装层上，所述遮蔽层包括遮蔽部及

被遮蔽部围绕的导通部；

一绝缘层，设于所述遮蔽层上，所述绝缘层设有多个穿孔，所述多个穿孔位于所述导通

部上；及

一触控金属层，设于所述绝缘层上，所述触控金属层包括沿第一方向排列的多个第一

电极，及沿第二方向排列的多个第二电极，所述多个第一电极通过所述绝缘层的多个穿孔

与所述遮蔽层的导通部相互导通，所述遮蔽层的遮蔽部通过所述触控金属层接地。

8.如权利要求7的显示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多个第一电极相互间隔设置，所述多个

第二电极相互间隔设置，其中所述多个第二电极之间设有架桥部，其位于所述遮蔽层的导

通部的正上方，用以桥接所述多个第二电级。

9.如权利要求7的显示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绝缘层的多个穿孔填充有导电材料，使

所述多个第一电极通过所述导通部相互导通。

10.如权利要求7的显示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遮蔽层的遮蔽部及导通部之间具有一

间隔，所述间隔围绕所述导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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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控面板及显示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显示技术领域，特别是涉及一种触控面板及显示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显示技术的发展，有机发光二极管(Organic  LightEmitting  Diode，OLED)面

板在越来越多的电子产品上被使用，其中柔性OLED面板更是由于其可绕折性备受关注。普

遍地，显示面板通常具备有触摸屏，用以供使用者触摸控制电子产品。触摸屏拥有反应灵敏

的界面，可以节省大量时间，提高工作效率，所以目前触摸屏已应用到人们生活的方面。

[0003] 柔性OLED面板搭配可绕折触摸传感器(Touch  Sensor)也成为当前移动端设备的

趋势。柔性OLED面板所采用的触摸传感器主要为外挂式，即在薄膜上完成传感器模组后再

贴合到OLED面板上，并在柔性OLED面板上直接进行触摸传感器的制作。薄膜上的信号驱动

图案(TX)与信号接收图案(RX)集中在同一层。由于薄膜封装材料厚度只有十几微米，触摸

传感器与OLED的电子发射层(阴极)太近，并且RX与TX处于同一层面，OLED阴极耦合触摸传

感器的RX，对触控信号造成极大的干扰，影响触控效果。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触控面板及显示装置，用以降低显示面板内阴极对触

控信号造成的干扰，并可提高触摸控制的灵敏度。

[0005]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的触控面板，包含：一遮蔽层，包括遮蔽部及被遮蔽部围

绕的导通部；一绝缘层，设于所述遮蔽层上，所述绝缘层设有多个穿孔，所述多个穿孔位于

所述导通部上；及一触控金属层，设于所述绝缘层上，所述触控金属层包括沿第一方向排列

的多个第一电极，及沿第二方向排列的多个第二电极，所述多个第一电极通过所述绝缘层

的多个穿孔与所述遮蔽层的导通部相互导通，所述遮蔽层的遮蔽部通过所述触控金属层接

地。

[0006] 在一优选实施例中，所述多个第一电极相互间隔设置，所述多个第二电极相互间

隔设置，其中所述多个第二电极之间设有架桥部，其位于所述遮蔽层的导通部的正上方，用

以桥接所述多个第二电级

[0007] 在另一优选实施例中，所述绝缘层的多个穿孔填充有导电材料，使所述多个第一

电极通过所述导通部相互导通。

[0008] 在另一优选实施例中，所述遮蔽层的遮蔽部及导通部之间具有一间隔，所述间隔

围绕所述导通部。

[0009] 在另一优选实施例中，所述触控金属层上设有一保护层，其以绝缘材料所制。

[0010] 在另一优选实施例中，所述遮蔽层为金属材料所制，其设于一显示面板的封装层

上。

[0011] 本发明另外提供一种显示装置，包括显示面板及设于所述显示面板上的触控面

板，其特征在于，所述触控面板包括：一遮蔽层，设于所述有机发光二极管显示面板的封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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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上，所述遮蔽层包括遮蔽部及被遮蔽部围绕的导通部；一绝缘层，设于所述遮蔽层上，所

述绝缘层设有多个穿孔，所述多个穿孔位于所述导通部上；及一触控金属层，设于所述绝缘

层上，所述触控金属层包括沿第一方向排列的多个第一电极，及沿第二方向排列的多个第

二电极，所述多个第一电极通过所述绝缘层的多个穿孔与所述遮蔽层的导通部相互导通，

所述遮蔽层的遮蔽部通过所述触控金属层接地。

[0012] 在一优选实施例中，所述多个第一电极相互间隔设置，所述多个第二电极相互间

隔设置，其中所述多个第二电极之间设有架桥部，其位于所述遮蔽层的导通部的正上方，用

以桥接所述多个第二电级。

[0013] 在另一优选实施例中，所述绝缘层的多个穿孔填充有导电材料，使所述多个第一

电极通过所述导通部相互导通。

[0014] 在另一优选实施例中，所述遮蔽层的遮蔽部及导通部之间具有一间隔，所述间隔

围绕所述导通部。

[0015] 本发明的每一所述第一电极通过所述绝缘层的对应穿孔连接于下方遮蔽层的导

通部，并相互导通连接形成驱动(Tx)信号通道，有效简化驱动线路的结构设计。特别说明的

是，本发明的遮蔽层通过连接到触控金属层中的外围接地线路(未图示)而达到接地，使所

述遮蔽部形成整面的屏障，可以有效地遮蔽所述有机发光二极管显示面板的阴极中，对所

述第二电极的接收(Rx)信号的影响。换句话说，所述遮蔽层的遮蔽部有效地保护所述多个

第二电极不受所述阴极的影响，降地所述有机发光二极管显示面板产生的声噪(noise)对

Rx信号的干扰，提升触摸面板的信噪比，并提高触摸控制的灵敏度。

【附图说明】

[0016] 图1为根据本发明的一较佳实施例的触控面板的部份剖面结构分解图。

[0017] 图2为图1的触控面板的剖面结构示意图。

[0018] 图3为本发明的触控显示装置的剖面结构示意图。

[0019] 图4为本发明的触控面板的遮蔽层的结构示意图。

[0020] 图5为本发明的触控显示装置的部份结构示意图。

[0021] 图6为根据本发明一较佳实施例的触控显示装置的结构示

[0022] 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以下各实施例的说明是参考附加的图式，用以例示本发明可用以实施的特定实施

例。本发明所提到的方向用语，例如「上」、「下」、「前」、「后」、「左」、「右」、「内」、「外」、「侧面」

等，仅是参考附加图式的方向。因此，使用的方向用语是用以说明及理解本发明，而非用以

限制本发明。

[0024] 本发明为一种触控面板及显示装置，能够根据触控面板的电容变化而能实现触摸

定位。所述触控面板所应用的显示面板可以是薄膜晶体管液晶显示面板或有机发光二级管

显示面板等。

[0025] 图1为根据本发明的一较佳实施例的触控面板的剖面结构分解图。图2为图1的触

控面板的剖面结构示意图。本发明的触控面板1包括遮蔽层11，其包含氧化铟锡(ind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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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n  oxide,ITO)，所述遮蔽层11通过曝光及显影的光刻工艺而形成包括遮蔽部111及导通

部112的图案化遮蔽层。于此较佳实施例中，所述导通部112位于所述遮蔽部111中，且所述

遮蔽部111及导通部112之间具有一间隔113。一绝缘层12设于所述遮蔽层11上，并形成一平

坦的表面。所述绝缘层12可为二氧化硅所制，且包括有多个间隔排列的穿孔120。所述多个

穿孔120位于所述遮蔽层11的导通部112上。一触控金属层13设于所述绝缘层12上，所述触

控金属层13利用曝光及显影的光刻工艺形成包括多个第一电极组131及多个第二电极组

132的图像化金属层，其中所述触控金属层13可为铜、银或ITO所制，而所述第一电极组131

及所述第二电极组132位于所述遮蔽部111的上方。此外，所述触控金属层13上设有一绝缘

材料所制的保护层16，用以保护所述触控金属层13上的线路。所述第一电极组131及所述第

二电极组132位于同一层，对于接触或靠近所述触控金属层13的触摸表面的导电对象而言，

可获得较均匀的感测灵敏度。

[0026] 续请参阅图2并配合图6观之。每一所述第一电极组131包括沿第一方向排列的多

个第一电极(Tx)14，而每一所述第二电极组132包括沿第二方向排列的多个第二电极(Rx)

15，其中所述第一方向为纵向延伸，而所述第二方向为横向延伸。于此较佳实施例中，所述

第一电极14及所述第二电极15分别具有菱形构型，其中所述多个第一电极14即为驱动电

极，而所述多个第二电极15即为接收电极，并均匀分布于所述绝缘层12上。所述多个第一电

极14及第二电极15共同构成触摸传感单元，进而形成一互电容式触摸屏结构，用以供触摸

感应而达到触摸控制的功效。

[0027] 图3为本发明的触控显示装置的剖面结构示意图，具体地，图3为图5的A-A线段的

剖面结构示意图。本发明的触控面板1设于有机发光二极管(Organic  Light  Emitting 

Diode,OLED)显示面板2上。具体而言，所述遮蔽层11设于所述有机发光二极管显示面板2的

封装层21上，所述封装层21形成于所述OLED显示面板2的阴极层22上。如图3所示，由所述封

装层21依序往上分别为所述遮蔽层11、所述绝缘层12、所述触控金属层13及所述保护层16。

[0028] 图4为本发明的触控面板的遮蔽层的结构示意图。如图所示，所述遮蔽层11的遮蔽

部111及导通部112之间的间隔113围绕所述导通部112，其中所述导通部112具有矩形构型。

图5为本发明触控面板1的单一所述第一电极组131及单一所述第二电极组132的结构示意

图。请参阅图5及图3观之，本发明第一电极组131的每一第一电极14的相对二端部邻接所述

绝缘层12的穿孔120，所述穿孔120内填充有导电材料121，于此较佳实施例中，所述导电材

料121为ITO，惟亦可以其他具有导电性质材料替代。所述多个第一电极14通过所述多个穿

孔120内的导电材料121及所述遮蔽层11的导通部112相互导通，进而形成第一电极通道。

[0029] 续请参阅图5，所述第二电极组132的多个第二电极15之间设有架桥部151，其位于

所述遮蔽层11的导通部112的正上方，用以桥接所述多个第二电级15。如图6所示，所述多个

第一电极14及所述多个第二电极15分别由信号线连接至触控面板1外围的控制芯片17，用

以提供驱动信号及接收感应信号。

[0030] 如前所述，本发明的每一所述第一电极14通过所述绝缘层12的对应穿孔120连接

于下方遮蔽层11的导通部112，并相互导通连接形成Tx通道，有效简化驱动线路的结构设

计。特别说明的是，本发明的ITO遮蔽层11通过连接到触控金属层13中的外围接地线路(未

图示)而达到接地，使所述遮蔽部111形成整面的屏障，可以有效地遮蔽所述OLED显示面板2

的阴极22中，对所述第二电极(Rx)15的Rx信号的影响。换句话说，所述遮蔽层11的遮蔽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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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有效地保护所述多个第二电极15不受所述阴极22的影响，降低所述OLED显示面板2产生

的声噪(noise)对Rx信号的干扰，而可提升触摸面板的信噪比，并提高触摸控制的灵敏度。

[0031] 综上所述，虽然本发明已以优选实施例揭露如上，但上述优选实施例并非用以限

制本发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在不脱离本发明的精神和范围内，均可作各种更动与润

饰，因此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以权利要求界定的范围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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